
■■■■■ ■■■■■ ■■■■■

专题 2018年1月29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朱和春 主编：傅人意 美编：张昕A11 关注儋州农业品牌系列之光村沙虫

天还没亮，海南简氏昌茂海产品有
限公司负责人简加保又来到光村镇附近
的海滩转悠。“好多商家打电话订购，可
海水就是不退潮，真是让人着急！”简加
保望着大海出神。但多年的经验告诉
他，几天后将会迎来退潮，到时候肯定会
收获很多肥美的沙虫。他说，春节临近，
沙虫更是供不应求，之前收的存货，都已
经卖完了。

在简加保看来，沙虫是大自然珍贵
的赏赐。儋州光村湾有25公里的海岸

线，有2万多亩的海滩可采挖沙虫。由
于湾内地势平缓，水流相对缓慢，适应
海产品的生长，再加上入海河流多，在
咸淡水交界的海区，生物链丰富，海洋
生物的营养源多，给靠吃硅藻的沙虫提
供了丰富的饵料，所以光村湾出产的沙
虫品质优良。简加保看好沙虫的市场
前景，并注册了“光村沙虫”的商标，“我
要把光村沙虫打造成一个品牌并推销
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在光村镇屯积村王博文的光村湾

沙虫产业化养殖示范基地也是热闹非
凡，一包包沙虫干在这里经过加工包
装后送到消费者的手中。“这段时间沙
虫特别好卖，无论新鲜沙虫还是沙虫
干销量都特别好。”王博文说，预计春
节前后，沙虫干的销量将达到全年干
货销售量的60%，新鲜的沙虫市场价
格达到50元/斤—60元/斤，而沙虫干
的市场价格则达到800元/斤—1200
元/斤，年收益达300万元。

光村沙虫的畅销，除了因沙虫本

身的营养美味外，也与儋州市政府的
扶持与推广也密不可分。简加保说，
经过媒体的大力宣传，光村沙虫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福建、河北等
地的一些商户都给他打电话订货。他
打算春节过后，建设沙虫食品加工厂，
让沙虫经过礼盒包装后进入超市、互
联网销售。“通过媒体报道，让更多的
人认识了沙虫，了解到沙虫是一种环
保、美味、营养丰富的海产品，扩大了
产品的销量。”王博文说。

市场火爆 | 光村沙虫迎销售热潮

光村银滩孕育独特美味 成功注册地理标志商标

品海产珍品过大年 美味光村沙虫卖得俏

沙虫又名方格星虫或
光裸星虫，俗称“沙虫”，是
我国南方海产珍品。它的
形状很像一根肠子，呈长
筒形，体长 10厘米至20
厘米，且浑身光裸无毛，体
壁纵肌成束，每环肌交错
排列，形成方块格子状花
纹。沙虫虽然没有海参、
鱼翅等海产品名贵，但味
道十分鲜美。

近年来，儋州市政府
按照“一镇一品”规划，投
入资金，不仅突破了陆基
养殖沙虫的技术瓶颈，还
将光村沙虫列为当地重点
扶持和发展的产业。

2017年8月，儋州市
政府与海南光村湾实业有
限公司合作共建的儋州光
村滨海沙虫主题公园项目
举行签约仪式，未来这里
将建成国内首个沙虫主题
文化园区和沙虫文旅创意
基地。

苏东坡的诗词和他对美食的爱好被世人所熟
知。在儋州光村镇，流传着一个苏东坡和沙虫的
故事。

据说，苏东坡刚到儋州，本地人邀请他品尝光
村沙虫。他细看那沙虫如蚯蚓一般，直往洞里钻，
他连连摆手，不敢尝试。苏东坡先生喜食猪肉，杭
州、湖北等地争“东坡肉”源地的故事即是。但海
南虽草长茂盛，却并不产北方那种大猪。海南本
地猪体型娇小、肉少。

为此，苏东坡久食素芋头粥，村民黎子云见
状，便吩咐周边村民准备沙虫，过几日便邀请苏东
坡来家用餐。

只见餐桌上，香煎沙虫一条条整整齐齐地摆
在盘间，金澄澄的，特别诱人。苏东坡拿起一条，
沙虫外焦里嫩，再佐以他亲自酿制的“天门冬酒”，
别有一番风味，他忍不住多吃几条。光村镇的海
边处浅海出产的沙虫个肥味美，深得苏东坡喜爱，

“光村沙虫”的美名由此传播开来。
如今，苏东坡与光村沙虫的故事在当地依

旧口口相传，光村沙虫的鲜嫩肥美也被外人所
熟知。

光村沙虫和苏东坡
有个故事

在儋州市光村镇，赶海挖沙虫、吃
沙虫的习惯自古有之。每当太阳刚从
海平面升起，当地渔民就迎着朝阳出
发，他们趁着潮汐退尽、风平浪静之
时，在光村湾的海滩上采挖沙虫。一
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于他们来说，是
沙虫经年累月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生活
于光村湾的渔民。如今，光村沙虫产
业的发展不仅是本地特色美食的名
片，更是扶贫工作的助推器，带领当地
的贫困户走出一条特色产业化的脱贫
之路。

62岁的王德刚曾是光村镇屯积
村的贫困户，一家 6 口人仅有 2 亩
地。过去，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
妻子去海边捡海螺以及闲散时打零
工。家中的4个孩子，2个在上初中、

2个在上小学，每年的开学季曾是王
德刚最犯难的时刻。“我们家每年的总
收入大概有三四千元，这些钱既要用
来维持日常的开销，还要供小孩上学，
根本不够用。”遇到困难时，王德刚只
有向村里人借钱渡过难关。对于这样
的窘境，王德刚既无奈又心酸。

2015年，海南光村湾沙虫产业化
养殖示范基地开始在屯积村养沙虫，
基地的负责人王博文也是土生土长的
屯积村人，看到村里的现状，他也想为
村里的贫困户出一份力，主动表示愿
意向屯积村的贫困户提供工作岗位。
因此，王德刚的妻子来到沙虫养殖基
地打工，每个月有2000元的收入，一
年下来有2万多元。如今，王德刚高
兴地咧开嘴笑了，“2万多元的收入，

够生活也够孩子上学，完全自给自足，
我已经脱贫了。”据了解，在屯积村像
王德刚这样转移劳动力脱贫增收的贫
困户有39户。

对于以后的发展，王博文将继续
扩大养殖规模，带动周围的农户加入
到沙虫的养殖行业中。据了解，光村
湾周围共有6个村约2890户农户，利
用光村湾海滩涂资源，采取“苗种供
应+示范养殖技术指导+产品回收”及

“合作社+农户+产品回收”经营管理
模式，开展光村镇沙虫养殖产业，助推
光村沙虫养殖经济可持续发展。

儋州光村的沙虫产业通过转移劳
动力和入股
分红，让贫困
户切实尝到

产业扶贫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保障，让
他们对脱贫致富充满信心。据了解，
去年，光村镇政府将161.28万元扶贫
产业基金投入到光村沙虫产业的发展
中，使94户贫困户成为基地股东。去
年年底分红75万元，每户获得分红
2100元。

光村镇相关负责人薛茂畅介绍，
市政府将按照“一镇一品”规划，投入
资金，把该基地打造成为现代沙虫观
光园，打造沙虫品牌，让游客体验沙虫
文化，进一步带动光村镇老百姓就
业。“初步预计，在沙虫主题公园建好
后，将会解决500个就业岗位，除此之
外，大量的人流客流也会给周围的农
户带来更多的致富机会，沙虫产业会
让光村越来越好。”薛茂畅说。

光村沙虫产业化助力脱贫攻坚

屯积村39户贫困户养沙虫促增收

在海南，沙虫的栖息地主要分布
于儋州市、文昌市、陵水黎族自治县，
其中以儋州市光村镇的沙虫最具特
色。说到光村，很多人会想起那长约
30公里的雪白细腻的银滩与鲜美的
沙虫。自泊潮港湾至西北面的沙井
湾，榕桥江在此入海，淡水与海水交汇
处正是优质沙虫生长的绝佳地点。沙
虫在涨潮时集体钻出沙面，退潮时藏
身沙中，渔民只能在潮退之际挖寻，因

而潮水的涨落影响着沙虫的捕获。
儋州沙虫中又数光村镇浅海边生

长的沙虫品质最优，光村沙虫的美誉
并不仅仅因为数量稀少，更是因为其
具有体型大、肉厚、味道香甜、含有丰
富的蛋白质等4大特点。想要吃到沙
虫，也要看“缘分”。正如许多酷爱沙
虫的食客所说的那样，龙虾在很多海
鲜店都可以吃到，但要吃上光村沙虫
就得看运气了。

光村沙虫品质优良，得益于其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儋州市境内
第一大河流——榕桥江，全长60公
里，出口处恰好在光村屯积海，川流
不息的榕桥江，把丰富的养分带入
海湾并屯积在这里，与海水交汇。
凡是淡水与海水交汇的地方，其海
水鱼类品种既多且味道特别好。

此外，王博文用5年时间投入上
千万元进行研究，终于在沙虫生长环

境、沙虫所需营养物质以及种苗培育
等方面取得突破，人工养殖沙虫取得
成功。

“以前是人工挖，现在是水枪冲，
我们采取抓大留小模式，对合格的沙
虫进行捕捉，对幼小不合格的进行放
生养殖。养殖场利用生物技术修复沙
虫生活环境，采取不投料，不用药，保
护好养殖环境，保证沙虫品质。”王博
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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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村镇，赶海挖沙虫的传统由
来已久，如今滩涂养殖规模逐渐扩大，
养殖技术日渐成熟，如何依托沙虫养
殖助推多产业发展已成为儋州打造优
质农产品品牌的重要环节之一。

据了解，儋州以申报地理商标为
抓手，推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向品牌
农业发展。截至目前，儋州已被核准
地理标志商标的农产品有“儋州鸡”

“儋州蜜柚”“儋州黄皮”“儋州红鱼”
“光村沙虫”“儋州绿壳鸡蛋”“儋州跑
海鸭蛋”“儋州香芋”共8个品牌，其
地理标志商标数量居全省榜首，占全

省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总量的 1/
4。 此外，为推广包括沙虫等在内的
农产品品牌，儋州市每年投入2000
万元资金帮助本地农产品企业进行
媒体推广宣介。在2017年中国（海
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期
间，儋州市组织本地农产品企业组团
参加，展会期间共计签订销售协议订
单近4亿元。

小小沙虫，如何做出大文章？“光
村镇屯积村靠近海边，我们要依靠沙
虫产业，建设休闲客栈、采捕体验、美
丽乡村等游吃玩住的多产业综合体。”

王博文表示，还要投入2000万元资金
建设沙虫深加工食品厂，拓宽沙虫销
路，增加收益。除了建设高标准的沙
虫养殖基地，可常年全天候采捕和供
应沙虫产品外，还将接纳游客到养殖
基地和沙滩亲身体验沙虫采捕、观摩
加工，品尝美味的沙虫，打造出光村湾

“沙虫王”的品牌形象，形成现代沙虫
文化休闲体验观光园。

2017年8月，儋州市政府与海南
光村湾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的光村
沙虫主题公园项目举行签约仪式。据
了解，光村沙虫主题公园项目定址在

光村镇屯积村，此项目将打造成集沙
虫产业化生产、捕捞体验、科普观光、
美食养生、亲子游乐、滨海休闲和古村
度假为一体的中国首个沙虫主题文化
园区、沙虫文旅创意基地。

光村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儋州市政
府将按照“一镇一品”规划，投入资金，
把该基地打造成为现代沙虫观光园，打
造沙虫品牌，让游客体验沙虫文化，进
一步带动光村镇老百姓就业。“沙虫产
业，给光村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更是
把光村推介出去，做大做强海文章，提
升光村经济实力的一个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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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光村镇农户在银滩上挖沙虫。舒晓 摄

海南光村湾实业有限公司
300亩沙虫养殖场一角。

舒晓 摄

用料：鲜活沙虫（净）50 克，青红菜椒各２
个（约 100 克）蒜茸 2 克、姜丝 1 克、葱丝 1 克、麻
油 2 克、胡椒粉 1 克、芡汤 30 克、湿粉 10 克、生
油 1000 克（耗 50 克）精盐 10 克、味精 10 克、料酒
20 克。

制作：1．将芡汤、麻油、胡椒粉、湿粉调成碗
芡，沙虫整理长短一致，红、青辣椒切丝，与沙虫一
样长。2．中火热锅落油烧至七成热，将沙虫拉油
至七成熟倒出滤油，原锅加热，倒入红、青椒丝炒
至五成熟即出。3．热锅加油，下料头，将沙虫、椒
丝倒入锅中，蘸酒，翻炒，下碗芡炒匀，加尾油上碟
即成。

特点：红、青、白三色鲜明清雅，味鲜香浓，嫩
滑脆爽，带有微辣味，口感甚佳。

儋州光村沙虫销售热线

海南简氏昌茂海产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 简加保
联系电话 18876095888

海南光村湾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博文
联系电话 13518036988

儋州市光村镇银口滩路口永昌海鲜酒家
联系人 简开册
联系电话 1327895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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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沙虫”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