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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全锦子 邢益照）海南素有

“无鸡不成席”之说。文昌鸡更因为
其肉质滑嫩、皮薄骨酥、香味甚浓、肥
而不腻，被列为海南“四大名菜”之
一。其实，除了口味好以外，鸡肉的
营养价值也较高，海南日报记者就此
采访了省内相关营养专家。

海口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负
责人徐超告诉记者，鸡肉在营养学上
相对猪牛羊肉而言被称为“白肉”。

鸡肉蛋白质的含量比例较高，种类
多，而且消化率高，很容易被人体吸
收利用，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
用。鸡肉含有对人体生长发育有重
要作用的磷脂类，是中国人膳食结构
中脂肪和磷脂的重要来源之一。同
时，鸡肉脂肪含量低，含有很多不饱
和脂肪酸，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有一
定好处。

省中医院保健专家符光雄表示，
鸡肉对营养不良、畏寒怕冷、乏力疲

劳、月经不调、贫血、虚弱等有很好的
食疗作用。中医学认为，鸡肉具有温
中益气、补精填髓、益五脏、补虚损的
功效，用于治疗虚劳瘦弱、中虚食少、
泄泻头晕心悸、月经不调、产后乳少、
消渴、水肿等症状。同时可以补肾
精，可缓解由于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小
便频繁、耳聋、精少精冷等症状。

专家建议，常处于亚健康状态
的白领，可多吃一些鸡肉以增强免
疫力。

寻味·聚焦海南特色农产品

产销持续向好 品牌深入人心

文昌鸡：海南名菜成就大产业

儋州出台扶持政策

力争儋州鸡今年
出栏量增百万只

本报那大9月15日电（记者周
月光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鸡，每只
能卖到100多元。”9月15日上午，儋
州市南吉黄皮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符在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儋州鸡行
情年年看涨，养殖规模也不断扩大，
成为农民养殖增收新产业。

一只鸡出栏能卖到100元，这样
的鸡并不多见。据介绍，儋州鸡非常
特别，冠顶凤头，嘴长胡须，脚上长
毛，具有野性强、适应性广、耐粗饲、
抗病力强等特点。儋州鸡骨头坚硬，
肉质香甜，味美芳香，蛋白质含量高，
脂肪含量低，深受消费者喜爱。

儋州鸡虽然市场走俏，但养殖规
模不大，目前可统计的年出栏量仅
100多万只。为迅速扩大儋州鸡养
殖规模，儋州市出台扶持政策，促进
养殖转产、扩产增产，力争儋州鸡今
年出栏量增加100万只。

■ 本报记者 袁宇

“家里人都喜欢吃鸡，炒鸡、白斩
鸡都成了我们的家常菜。”9月15日，
在万宁市万城镇综合市场，市民周亚
娇一边仔细挑选鸡肉，一边笑着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10分钟后，她拎着2
只宰杀洗净的文昌鸡，乐呵呵地回了
家。

记者在市场走访发现，随着近期
猪肉价格上涨，鸡这一海南传统食材
在市场中的销量进一步增加，多个市
场内的鸡肉摊位人气火爆。“近期市
场上文昌鸡销量的增长，也刺激更多
人投入文昌鸡养殖，我们也正在建设
新的大型养殖场，进一步提高文昌鸡
的供应能力。”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鹏说。

据了解，目前我省文昌鸡年出栏
量近1亿只，并保持每年5%至10%
的速度增长。其中，仅文昌市的文昌
鸡出栏量就达到4700余万只，其中
70%在岛内市场销售。

供应稳中有升
文昌年出栏逾4700万只

记者近日走访了传味公司位于
文昌市抱罗镇的文昌鸡养殖基地。
该基地占地约185亩，现有存栏文昌
鸡400余万只，其中大部分将供应到
岛内市场。

“除了这个文昌鸡养殖基地外，
我们还和400多户农户共建文昌鸡
养殖场，产量在不断加大，市场供应
稳中有升。”林鹏介绍，该公司通过

“公司+农户+基地+市场”发展模式，
由公司统一提供鸡苗、饲料、防疫、管
理，并保价回收所有出栏鸡，进一步
降低农户承担的风险。

“我们基本上只要出人力和土地

就行，至于其他的，公司都帮我们解
决了！”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已脱贫
村民林森一家在传味公司的帮扶下
养殖文昌鸡，他说，“去年8月开始
养，一共出两栏鸡，获益7万元，顺利
脱贫。”

在文昌，像林森一样受益于传味
公司的贫困户不在少数，其中仅在水
北村发展养鸡的贫困户就达到20多
户，年收入共计约120万元。林鹏表
示，通过带动贫困村民养殖文昌鸡，
既能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担起社会
责任，又可以促进公司发展，二者相
得益彰。

一批文昌鸡企业通过加盟养殖、
入股分红等模式，在帮助村民增收
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文昌鸡产
量。2018年，传味公司文昌鸡出栏
量超过1000万只，年产值达到3.12
亿元；2019 年出栏量预计将超过
1400万只。

文昌市也将“政府+公司+农户+
市场”模式作为推动文昌鸡产业发展
的有力模式，通过政府扶持资金建设
养殖场房、配备养殖设备及相关配套
设施，并扶持资金用于农民持股，进
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文昌市文昌鸡年出栏量已达到
4700 余万只，其中 70%在岛内销
售。下一步将布局文昌鸡专用饲料
厂以及文昌鸡深加工厂，延伸产业
链，在供应岛内市场的同时不断增加
文昌鸡远销至广东、香港乃至新加坡
等地的销售量，拓宽岛外市场，扩大
文昌鸡影响力。

品质不断提升
以品牌拓展市场

9月15日，中秋小长假还没有结

束，在文昌市潭牛镇农产品展销中
心，39岁的郭泽枨已经开始忙碌了，
现宰、封袋、冰鲜、打包发货，零下
36℃冷冻的正宗潭牛文昌鸡，通过顺
丰速运发往全国各地。

“通过网络加物流，文昌鸡‘飞’
上了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美味得
到了大家的认可。”郭泽枨原本在深
圳从事IT行业，2014年他返乡创业
养殖文昌鸡，并借助潭牛镇创建文昌
鸡产业小镇的机遇创办了“榕味印
记”公司，以“基地+农户+品牌”模
式，定价回购文昌鸡，通过淘宝、微信
等平台线上销售冰鲜文昌鸡，发展

“互联网+文昌鸡”。

“从来没想过文昌鸡能卖到这么
好的价格。”农民林明云养殖了大半
辈子文昌鸡，他告诉记者，以前散养
文昌鸡一年到头卖几只，赚不了什么
钱，“现在和郭泽枨合作后，一个月就
能挣三五千元！”

“只要你的产品质量好，就一定
有消费人群。”郭泽枨说，他通过互联
网销售的“榕味印记”文昌鸡，价格卖
到138元一只，尽管比市价高出不
少，但还是供不应求，销量年年增
长。“我们用煮熟的椰丝、花生饼、番
薯茨、米糠等作饲料，坚持传统方法
喂养文昌鸡，鸡肉口感很好。”

潭牛镇党委副书记陈开发介绍，

潭牛着力打造十大农特产品品牌，
“榕味印记”文昌鸡就是其中之一，下
一步将继续着力提高潭牛文昌鸡的
知名度，大幅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带动特色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互联网时代，产品品牌十分重
要。据介绍，文昌已形成传味文昌
鸡、龙泉文昌鸡、潭牛文昌鸡等品牌，
分别以肉鸡供应、终端餐饮、鸡苗供
应等为品牌特色，还成立了文昌鸡行
业协会，以行业协会规范文昌鸡养殖
标准，群策群力打造文昌鸡品牌，发
挥协会平台作用，让文昌鸡“飞”得更
高更远。

（本报文城9月15日电）

五指山蚂蚁鸡

在五指山市，有一种野外放养的小种鸡，以觅蚂
蚁、野虫、野菜等为食物。由于这种鸡体型小，被当地
人以蚂蚁鸡命名。五指山蚂蚁鸡最大体重不超过 2
斤，肉质多为瘦肉，肉感类似鸟肉，香而甜让人百吃不
腻，是一道绝佳的风味美食。 （袁宇 辑）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人文环境，赐予了海南众多新鲜美味的食材。海南各地独具风味的农副产品，正越来越多供应市场，受到越来
越多消费者的喜爱，同时也日益成为助农增收的重要产业。本报今起推出专栏，带领读者一起寻访海南美味特色农产品，敬请关注。 三亚：

活动丰富旅游人气旺
本报三亚9月15日电（记者徐慧玲）今年中

秋小长假期间，三亚天气晴好，旅游需求旺盛，鹿
城各大景区迎来客流小高峰。据统计，中秋节小
长假期间，三亚共接待游客13.69万人次，同比增
长 3.08%；旅游总收入 5.43 亿元，同比增长
6.12%。

此次中秋小长假期间，三亚各大景区、酒店等
紧扣团圆、赏月的节日主题，推出形式多样的活
动，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供给。天涯海角景区举行
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小手拉大手千人齐
唱《我和我的祖国》中秋快闪活动，体现了浓浓中
秋味，悠悠家国情。三亚南山景区是赏月的好去
处，该景区举办的中秋祈福特色活动，吸引了不少
市民游客参与。三亚大小洞天景区则举办了

“2019五湖四海全员赏月活动”，通过篝火晚会等
形式，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据统计，截至9月15日17时，中秋小长假期
间，三亚景区景点、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16.14
万人次，同比增长3.78%。其中蜈支洲岛旅游区
接待游客1.57万人次，同比增长11.33%；南山景
区接待游客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72%。在旅
游交通方面，9月12日至14日，三亚市进出港旅
客22.45万人次，同比增长2.06%。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聚焦如何破解因病致贫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陈卓斌）第149

期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9月16日20时在海
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以及9月22
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本期电视夜校将邀请昌江黎族自治县卫健委
主任郭振彪，为大家分享昌江是如何用好组合拳，
多措并举破解因病致贫难题。

海口：

A级景区接待量
增长逾三成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邓海宁）9月1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旅文局获悉，今年中秋
假期，海口市主要景区、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
26.31万人次，其中A级景区接待游客25.51万人
次，同比增长31.18%。门票收入246.67万元，同
比增长29.06%。

中秋节前，海口市旅文局携手各区旅文局、琼
北区域各市县旅文局、涉旅企业共同发布2019海
口（琼北）秋季旅游线路产品，为广大市民和游客
量身定制了四大主题8条秋季自助旅游精品线
路，推出了滨海帆板帆船游、海鲜美食游、热带雨
林游、湿地城市游、美丽乡村游等多种个性化的旅
游产品和大量的优惠措施，满足海口旅游市场不
断增长的自驾游、入境游客对产品的不同需求，让
中外游客尽情享受海口的秋游魅力。

据统计，周边游、休闲游、乡村游等短途旅游
是今年海口中秋旅游的主要市场，自驾游、散客
游、家庭游、亲子游等自助式旅游方式，成为广大
游客出游选择。海口全市主要旅游景区和乡村旅
游点游客接待量比平日普遍增长，海口火山口公
园、海南野生动植物园接待量增长幅度较为明显，
火山泉休闲农庄、冯塘绿园等乡村旅游点人气爆
棚，乡村采摘、户外休闲等乡村旅游产品，备受广
大游客青睐。据抽样调查统计，3天假期海口全
市旅游饭店平均客房出租率48.43%。

儋州：

重点景区接待量翻倍
本报那大9月15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

员邓满春）中秋小长假，儋州市精心策划多项活
动，文化旅游融合初显成效。据儋州市旅文局
统计，小长假期间，儋州全市共接待游客7.52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827.8 万元，同比增长
7.43%。

小长假期间，儋州各景区组织丰富的活动吸
引游客聚集人气，东坡书院开展中秋“背诗词送门
票”活动，并组织表演《水调歌头》、调声《迎客歌》
等多个歌舞节目；石花水洞景区开展中秋觅“团
圆”赢好礼主题活动。

据统计，东坡书院、石花水洞、热带植物园等
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 1.5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2%；全市各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1.78万人
次，乡村旅游点收入突破50万元，达到52.9万元，
同比增长77.64%。

海南（昌江）热带雨林
穿越挑战赛启动

本报石碌9月15日电（记者王黎刚）2019海
南亲水运动季海南（昌江）热带雨林穿越挑战赛9
月15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霸王岭文体广场启动，
600多名挑战者在此集结。活动吸引了一千余名
观众，其中不少人现场报名参与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举办的目的是通过热带雨林穿越挑
战赛这种极具特色的活动，向全国展示海南热带
雨林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大众休闲方式，打造海南
热带雨林品牌，促进海南“体育+旅游+文化”融合
发展。

我们的节日——中秋

专家：多吃鸡肉好处多

万宁山寮鸡

万宁山寮鸡以肉质鲜嫩、味道鲜美受到市场青
睐。山寮鸡通常生长在大山深处，放养于林间、山
野。山寮鸡养殖以自由觅食为主，偶尔以稻谷、椰子
渣、花生饼等五谷杂粮喂养，比平常的家鸡多出一股

“野味”。

海南这些鸡
也很美味

开栏的话

在文昌市潭牛镇，“榕味印记”公司创立者郭泽枨正在喂养文昌鸡。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美味文昌鸡。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巨龟误陷渔网
渔民合力放生

9月15日上午8点多，在乐东黎族自治县
黄流镇尖界村附近一片海滩上，渔民们在海上
收网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只误撞入网的“迷路”
巨型海龟，大家齐心合力将其拉到岸边进行清
网救助，放归大海。在场人员介绍，这只海龟
要七八个人才能拉动。

据介绍，该海龟为棱皮龟，是世界上龟鳖
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属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据考证，除了澳大利亚的大堡礁以
外，全世界几乎没有棱皮龟的栖息地，在海南
也极为罕见。

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张琬茜
图/通讯员 孙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