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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绿色生态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促进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走地儋州鸡 走俏年货市场

“儋州鸡肉质鲜美，我们
全家都爱吃。这次专程到儋
州来，就是想多买几只鸡在
春节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呢。”
在儋州市那大镇一家农贸市
场内，来自海口的陈女士和
家人提着沉甸甸的儋州土特
产满载而归，而购买儋州鸡
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

在“无鸡不成宴”的海南，
逢年过节吃什么？海南人最
多的答案恐怕就是“鸡”了。
眼下正值春节前夕，儋州鸡也
迎来了销售旺季。作为儋州
市“九大特色农产品”之一，儋
州鸡因其口感独特、肉质香
甜、味美芳香、营养价值高等
特点走俏海南年货市场，成了
消费市场的宠儿。

在儋州那大凤羽种畜禽
场养殖基地内，负责人容传
富的电话响个不停。“儋州鸡
的品质好，市场需求量非常
大。虽说现在儋州鸡每斤卖
到40元，比普通肉鸡的价格
要高一倍，但订购电话还是
非常多，我们都快忙不过来
了。”已从事畜禽养殖工作
30多年的容传富对儋州鸡
产业的前景充满信心。

标准化打造 壮大产业规模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禽肉
产品的需求已从量的满足转向质
的追求。在海南市场上众多的肉
鸡品种中，儋州鸡也凭借其独特
优质的品质迅速走红，成为人们
宴席上的佳品。

在千年古郡儋耳这片灵秀土
地上，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丰富
的山海资源，孕育了多种多样的
优质农产品。儋州鸡作为海南一
个小型土鸡品种，因原产地在儋

州市而得名。
与其它品种的鸡相比，儋州

鸡的特征非常明显：体躯短小，肉
质紧密，大部分鸡嘴上有须毛，并
且脚上也长毛，成年鸡一般只有2
斤多重。

儋州鸡自小放养于山林、灌
木丛、草地，任其取食野果、青
草，刨食、追逐昆虫、微生物等，
配喂部分玉米、番薯、谷糠等粗
饲料。因此，儋州鸡具有口感独
特、肉质香甜、味美芳香、营养价

值高等特点。
但由于多年来，儋州鸡主要

由当地农民散养，没有形成规模
化养殖，生产性能不高，儋州鸡产
业的发展也相对缓慢。

没有标准，不成规模。为充
分挖掘儋州鸡产业优势，壮大产
业规模，助推儋州鸡产业迅速发
展。2016年，儋州市委托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热带品种资源研究
所畜牧实验室开展选育和配套关
键技术研究。

2017 年 4 月，在儋州市委市
政府的指导下，儋州市畜牧兽
医局联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品种资源研究所，经过不
断地调查、研究、试验和总结，
最终制定了儋州鸡饲养管理技
术规程。

同时，为进一步促进“儋州
鸡”的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扩大
产量、提升知名度，儋州鸡正式通
过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准，成
功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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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化养殖 确保鸡肉品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
年来，为加快推进当地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构建特色、绿色农业产业
发展方式，儋州因地制宜，把发展
林下经济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
结合，发展以林为主，林下种植、林
下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化立体经营
模式。

“我们在大力发展儋州鸡产业

的同时，将坚持绿色生态为核心的
发展模式，鼓励农户在胶林下进行
儋州鸡的养殖。通过有效利用种
植、养殖之间的再生循环利用和生
态互补，解决养鸡业快速发展与生
态环境之间的平衡，从而促进养鸡
业的良性发展。”儋州市畜牧兽医
局局长李昌充介绍。

据了解，儋州鸡具有野性强、

适应性广、耐粗饲、抗逆性强、抗病
力强、合群性好等特点，其肉质鲜
嫩、肉香浓郁、皮薄肉实，且蛋白质
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符合人们对
绿色食品、安全食品的需求。

因此，为保证儋州鸡原有的优
良品质，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性
能，儋州鸡在养殖上坚持传统方法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方式，杜绝因

盲目追求产量而牺牲品质的情况
发生。

“在林下养殖儋州鸡，不仅能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还有利于推动
传统农业由单一模式向现代复合
模式发展，使养殖户在较短的时间
内得到最大实惠，最终实现农业提
质增效、农民增收脱贫。”李昌充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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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养殖 加快儋州鸡产业发展

“儋州鸡肉鲜味美，在市场上
的销售效果特别好，价格也非常
可观，明显比养殖普通肉鸡赚
钱，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饲
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
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主任侯冠
彧说。

独特的品质，广阔的市场前
景，为儋州鸡的规模化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为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本地资源
优势，加快发展现代特性农业，

儋州以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契机，把儋州鸡纳入九大
特色农业品牌产品之一，作为重
点产业进行引导、扶持和推动。
同时，多措并举扩大儋州鸡产业
规模。

一方面，依托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热带品种资源研究所为技术
支撑单位，利用“研究所+公司+农
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在排浦、南
丰、西培、木棠等地建立养殖示范
基地，将高新技术成果进行大规模

推广，最终实现优良品种的快速选
育和扩繁。

另一方面，以海南温氏禽畜
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带动，以当
地合作社为平台，并积极发动当
地农户加入儋州鸡养殖行列，通
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
模式加快儋州鸡产业发展。

李昌充表示，接下来将充分
挖掘儋州鸡的市场潜能，在做好
儋州鸡种鸡源保护的基础上，加
大资金以及政策的扶持力度，扩

大儋州鸡产业养殖规模，力争在
2018 年底达到种鸡 5000 套，商
品鸡60万只的出栏规模。

此外，加大宣传及招商引资力
度，吸引更多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加
入儋州鸡养殖产业；同时，通过批
发、电商、专卖店等多渠道的销售
方式，多措并举促进儋州鸡品牌知
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产业规模
化持续扩大，产品覆盖至全岛乃至
全国，让儋州鸡成为儋州市农产品
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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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儋州鸡，让我们又多了一条增
加收入的好路子。现在以儋州鸡为主材
的黄皮鸡等名菜在饭店越来越受欢迎，
销路完全不用愁！”符俊卿是儋州市大成
镇儋州鸡饲养户，说起儋州鸡的市场前
景，脸上挂满了笑容。

“儋州鸡品相佳、销售旺、价格好，咱
们村里许多贫困户养了儋州鸡以后，生活
慢慢有了起色，日子也越过越好了呢。
特别是近两年来，在政府的帮扶下，我们
的养殖基地规模不断扩大，也带动了越
来越多的父老乡亲脱贫致富，我们心里
由衷地高兴呢。”在儋州市那大镇东方村，
儋州鸡养殖大户容传富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为快速培育并打造儋州鸡
品牌，儋州市政府对于有技术有能力的

养鸡大户，给予帮扶资金用于养殖培育
场地的建设和鸡苗的补贴等，从而提高
专业养殖户的积极性，带动当地农户加
入养殖行列。

“产业的打造，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
农民鼓足钱袋子，生活越过越好。养殖
儋州鸡的效益非常可观，是推动农村经
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渠道。”儋州市畜牧兽
医局局长李昌充表示。

李昌充介绍，今年将继续以儋州鸡
养殖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加大儋
州鸡产业扶持力度，通过发放脱毒鸡苗、
盖标准鸡舍以及发放产业补贴等方式，
加快儋州鸡产业规模发展，从而助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使儋州鸡成为农村经
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儋州鸡成了贫困户的致富鸡

优质儋州鸡
成就特色名菜

在“无鸡不成宴”的海南，儋州鸡因口感独特、
肉质香甜、味美芳香、营养价值高等特点而备受青
睐，成为宴席上的佳品。以儋州鸡为主食材的菜
肴也因此大受欢迎。儋州黄皮鸡、北岸脆皮鸡、包
豆炖土鸡、板栗阉鸡煲等以儋州鸡为食材做的特
色菜肴，现已经成为众多食客广为追捧的美味佳
肴。下面是四道儋州鸡名菜的做法。

儋州黄皮鸡

儋州黄皮鸡，食材是在黄皮树下、田野山林间
放养的儋州鸡，并以黄皮叶、黄皮根须、黄皮花、黄
皮果、稻谷、玉米、花生饼、青草粉等原料进行饲
养。由于黄皮鸡采用放养的方式，具有肉质结实、
皮黄、体形美等特点。

制作方法为：以儋州鸡为主材，黄皮叶加配葛根、
枸杞子粉等8种中药材，经多道烹饪厨艺程序，慢火
蒸熟，肉质柔韧、骨脆清香，吃后回味无穷。黄皮鸡是
当地人用来招待亲朋好友和贵宾的上等菜肴。

北岸脆皮鸡

北岸脆皮鸡，食材是产于儋州北岸地区火山
岩地带、农村人散养的小种肉鸡，又称儋州鸡，主
要吃野果、青草、杂虫、稻谷、玉米、番薯生长，骨头
坚硬、肉质香甜。

制作方法为：将儋州鸡杀好洗净后用十多种
香料腌制12小时后，用蜂蜜、米醋上皮水晾干后，
烧油炸到熟皮脆，色泽红亮就可食用。薄薄的酥
脆的外皮，火候恰到好处，鲜嫩入味骨香。

包豆炖土鸡

包豆炖土鸡，是儋州市中和镇高原村推出的
一道原生态汤品，采用儋州鸡为主食材，宰杀斩块
后，飞水下姜片和蒜蓉炒香，再用自种的荷包豆飞
水去青味煲炖，边炖边撇去浮沫，加入适量盐味精
炖至汤色略带乳白，豆子粉软。包豆炖土鸡成品
入口极鲜，豆子粉软柔细，令人食欲顿开，极富有
营养，是当地人招待亲朋好友的一道招牌菜。

板栗阉鸡煲

板栗阉鸡煲，以儋州鸡和板栗为主食材，通过
新颖的烹调方法使两者原料营养更加融和，味美
清香，口感层次感强。

制作方法为：把板栗倒入开水锅中焖煮五分钟
后取出，剥取栗肉备用，将阉鸡斩块飞水后，起油锅、
爆香料，放入南乳、八角，再将鸡块下锅大火爆炒，并
加入料酒适量，大火煮开后转中火炖煮至七分熟，加
入焖煮好的板栗，以及适量的盐、糖、生抽、老抽上色，
炖至鸡肉和板栗熟透，大火收汁放尾油即可出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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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鸡。

儋州鸡自小放养于山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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