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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深受宁波市民喜爱，但
你吃过橘子干、橘子酥，柑橘做的
花 生 糖 、芝 麻 饼 ， 喝 过 橘 花 茶
吗？在象山晓塘乡游客服务中
心，陈列着许多以柑橘或橘花为
原 材 料 加 工 而 成 的 衍 生 产 品 。

“从去年开始，在晓塘乡妇联带
领下，当地橘农们尝试在加工上
做文章，大大拓展了全乡的柑橘
产业。”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乐绣
伟告诉记者。

晓塘乡有“柑橘小镇”之美
誉，柑橘种植面积 1.3 万亩。每
到花开时节，当地便成为橘花的
海洋：橘花微小洁白，花蕊呈淡
黄色，掩映在绿叶之下，似露还
藏，空气里更是弥漫着一股幽幽
的橘花香。

最早尝试将柑橘加工成更多
衍生产品的，是来自晓塘“红美
人”之家的顾芷宁。她每年给橘
树梳花时，都要梳理掉一部分花
朵以提升橘子的品质，这些花都
被随手扔在了田头，“其实橘花
有行气化痰、健脾助消化等功
效，白白丢弃十分可惜。”

于是，顾芷宁将梳理下来的
花，委托朋友公司烘干，尝试制作
成橘花茶。同时，她联系食品加工

厂，把最普通的大叶尾张柑橘制
成柑橘干，酸甜可口，十分美味。

随着加工的深入，顾芷宁发
现橘花除了制茶外，还有许多可
开发的项目，“比如用橘花配比
山泉水，制成橘花纯露，具有美
容护肤的功效。”

橘花茶、柑橘干、橘花纯露
的开发，叩开了产业链延伸的大
门，并受到乡领导的重视。今年
开始，当地橘农乐绣伟开始从事
柑橘文创产品开发，并在原来基
础上创新做出了橘花精油皂、柑
橘果脯、柑橘手工糖、柑橘手工
饼、柑橘雪花酥等更多衍生产
品。

乐绣伟平时喜欢研究柑橘文
化和柑橘产品。得知顾芷宁因繁
忙无法兼顾时，她欣然接过了柑
橘加工开发的接力棒。“晓塘虽然
是象山柑橘主产地，但每年柑橘
成熟上市集中在下半年几个月，
其余时间属于空档期。柑橘衍生
产品的开发，不仅填补了这个空
档，也让我们乡的柑橘文化更加
丰满。”乐绣伟告诉记者。

在乡妇联的支持鼓励下，乐
绣伟接手后决定放弃与食品加工
厂的合作，全部由自己纯手工加
工制作。“手工制作能保证产品天
然无添加，也更符合柑橘果乡的
地域特色。”她根据之前自行研究
总结的经验，更注重如何让这些

柑橘衍生产品口感更好、质量更
佳，“每个品种我都反复调整、尝
试，经过多次试验，慢慢摸索出制
作经验，顾客反响很好。”

如今，乐绣伟改良的柑橘果
脯酸酸甜甜、软硬适中，吃起来
橘味很浓，十分可口；柑橘雪花
酥口感酥软，甜度适宜，收获了
一大票忠实的吃货“粉丝”；橘
花精油皂、橘花纯露等文创产品
制作精细、包装精良，受到了不
少文艺青年的青睐。“目前这批
柑橘衍生产品还在进一步完善
中，后续我打算开发柑橘小蛋
糕、小甜品等，并将成功经验应
用到晓塘葡萄、甜瓜等其他水果
上。”乐绣伟踌躇满志。

晓塘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柑橘是当地农民的“致富
果”，通过深加工拉长产业链，
提高产品附加值，对广大果农而
言无疑是福音，“如今柑橘衍生
产品的研发正处于深入探索阶
段，待时机成熟后，柑橘系列产
品将批量投放市场，助力全乡柑
橘小镇建设。”

象山晓塘“橘姑娘”织梦柑橘加工产业

记者手记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农民致富成为一个热议话题。这其
中，农村电商队伍作用不可小觑。据不完全统计，宁海现有电
商企业80多家，而全市有数百家。

陈仲和他的团队从“卖青蟹”摸索出来的经验，帮助和带
动奉化水蜜桃、余姚杨梅等地方农产品走上互联网销售之路。
正是这些青年电商，用其自身鲜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拓展了
农产品的销路，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
空间。

“酒香不怕巷子深”，无论巷子多深，青年电商们通过互联
网传递酒香。在他们看来，把好的农产品分享给消费者，是最
幸福的事。

8 NINGBO DAILY美丽家园 2019年7月1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陈朝霞

新群体基层

记 者 孙吉晶
实习生 陈质渝
宁海县委报道组 蒋 攀

忙碌从清晨开始

7 月 9 日清晨，宁海一市前岙
村被大雨笼罩。陈仲起了个大早，
背起设备，到养殖塘去拍摄“蟹大
人”生鲜养殖基地。下雨天，通向养殖
塘的道路变得更加泥泞。陈仲穿着拖
鞋和满是口袋的工作马甲，沿着塘边
的长堤，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

“这个 200 多亩的生鲜养殖基
地，不光有青蟹，还有南美白对虾、
贝类等，都属于围塘养殖。”陈仲
说，眼下还没到青蟹上市旺季，每
天的工作还不算太忙。

趁着雨势减弱，陈忠和他的伙
伴赶紧做起了拍摄前的准备工作。他
们要赶在一早青蟹收笼前完成拍摄
任务。“如果天晴，我们还会坐竹筏到
湖中心去取景，有专业的航拍设备全
方位拍摄养殖场的环境。”

别看年纪才三十出头，陈仲却
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他进入大学

刚半年，就毅然放弃学业，独自前
往上海打拼，其间做过模具、干过
销售。之后，不满现状的他又辞职
游历了大半个中国。2014 年，陈仲
成立宁波点对点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开始着手运营“蟹大人”天猫官
方旗舰店。“我当时发现，在宁海甚
至全省范围内，没有一个具有代表
性的青蟹品牌。那时，我就下定决
心，要建立一个电商团队。”

拍好素材回到公司，已近 11
时，陈仲和他的伙伴顾不上休息，
就一头扎进工作室，将设备连上电
脑，抓紧时间传输拍摄素材。在陈
仲看来，在“内容为王”的新媒体时
代，生产内容的时效性对于产品销
售是多么重要。“所谓电商，就是前
端不间断更新素材，利用微博、抖
音等平台制造热议话题，再进行后
端市场对接。”陈仲就是试图通过
新媒体，向消费者传达“蟹大人”养
殖、捕捞、包装、分发的整个过程。
这不仅是传递产品信息的过程，更
是生产者和用户交流互通的过程。

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
做。年轻的陈仲凭一股冲劲和团队

的努力，拓展了经销商渠道、提高
了宣传能力。他带领团队荣获 2016
年第三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铜奖、2018年浙江省第二
届农业农村创业大赛二等奖。“蟹
大人”品牌被评为“宁波市十大水
产品品牌”。

如今，陈仲还担任宁海电商联
盟主席。

“三代人四十年一只蟹”

在传输素材的过程中，陈仲
“忙里偷闲”，进入室内养殖厂房巡
查“蟹公寓”中青蟹的生长状况。笔
者看到，偌大的养殖房中，有一万
多个蓝白相间的“蟹公寓”叠放在
水泥石板上，石板底下是水池。这
套“蟹公寓”是公司4年前引进的多
功能生态养殖设备。

“随着销售范围的扩大，把青
蟹活着送到顾客手中成为一个难
题。”陈仲说，引进“蟹公寓”后，可
以根据季节变换水温，并对原水进
行调温和消毒处理，让青蟹在净水
中吐净泥沙，保证口味的同时又降
低了死亡率。”

这几年，在电商运营过程中，
陈仲团队秉持“死一赔一”的原则，
冒着亏本的风险，也要把“蟹大人”
诚信的口碑树立起来。“我们还提
供体验服务，客户可以通过实地捕
捞青蟹来亲身感受养殖环境，通过
良性互动，不断提升企业和客户之
间的黏度。”他说。

在巡查时，陈仲用特制铲子捞
出盒中的青蟹。这些青蟹是一个月
前专门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引进
的新品种。

陈仲告诉笔者，最近几年，他
走访了国内外一些养殖基地。发现
不同区域养殖基地之间可以做到
优势资源互补，实现强强联合。比
如福建、广东的青蟹成熟季节和宁
海不同，双方可通过合作来延长产

品供应周期，满足消费者需求。
吃过午饭，陈仲就急着赶回宁

波。下午，他还要收集青蟹入菜等
一系列素材。“今年，电商团队把所
有的重心投入天猫旗舰店，只要持
续操盘和更新产品信息，平台会提
供较为稳定的客户。”在信息推广
过程中，陈仲总结出一条经验：“形
成品牌，就要把一个特色产品做精
做专。”

青蟹的一生，大约要经过13次
蜕壳。陈仲的尝试和努力，也是青
年电商蜕变和成长的过程。“三代
人四十年一只蟹”，从祖父陈义青，
到父辈五兄弟，再到陈仲，“蟹大
人”这一品牌记录了陈家三代人跟
一只青蟹“死磕”到底的过程。陈仲
说，对四十年老品牌坚守的背后，
是用户的肯定。

2013年，央视致富经每日农经
栏目对“蟹大人”品牌做了专题报
道。去年，“蟹大人”先后登上央视7
套《鲜味的秘密》栏目以及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站在潮汕看振兴》节
目。“这些节目不仅是对我们产品
的肯定，更是对于我们走品牌之
路、电商之路的嘉奖和鼓励。”陈仲
不无自豪地说。

建深加工厂，延伸产业链

再过半个月左右，投资 200 多
万元的生鲜产品加工厂将投入生
产。对陈仲来说，这也是今年公司
的一件大事。

“像青蟹这样的产品，一个周
期卖掉 20万至 30万只是较为固定
的。量再增加不太可能，走深加工
之路，提高公司产能，已迫在眉
睫。”陈仲说。

加工厂建在“蟹大人”公司里，
陈仲领着我们参观了一整套设施。
从捕捞车停泊处到产品加工车间
再到成品输出通道，他都做了通盘
安排。

“没有实体产品作为支撑，电
商销售将面临瓶颈。”陈仲说，加
工厂运作起来后，干货、卤味等经
过深加工的水产品将形成规模化生
产。

陈仲表示，未来实体加工厂
的建立和完善，将成为他心中的
又一份执念。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崔 宁 虞默之

“垃圾分类记得牢，废物变成
资源宝，循环经济节能源，绿色低
碳又环保……”上周三，一场“我
爱我家 垃圾分家”2019 年海曙
区妇联巾帼助跑垃圾分类推进会在
白云街道安丰社区举行，该社区戏
曲队自编自导自演的甬剧小品《垃
圾分类真正好》用鲜活接地气的形
式，宣传垃圾分类，赢得现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

巧借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
的各类文艺载体，创作编排宁波方
言节目，是白云街道“巾帼力量”发
挥自身特长，助力垃圾分类工作的
生动实例。作为宁波市首批生活垃
圾分类试点街道，白云街道不断扩
大“巾帼力量”参与垃圾分类的广度
与深度，助推垃圾分类提质升级。

目前该街道参与垃圾分类的
“功能型”妇女微家 30 余个，“网格
型”妇女微家 104 个，有 230 余名巾
帼督导员、保洁员、宣传员，1700 余
名巾帼志愿者。“垃圾分类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我们要充分发挥妇女
这一关键群体的主力军作用。”白云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每天早上 7 点至 8 点半、下午 6
点至 7点半，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
雨，白云街道各社区的垃圾桶边都
活跃着“巾帼督导员”，她们宣传垃
圾分类知识，一丝不苟地扫描垃圾
袋、开袋检查，并耐心地指导分类错
误的居民。“虽然冬天寒风冻裂了双
手、盛夏桶边恶臭，有时遭遇不理
解，但还是耐心地讲道理，沟通交
流，不厌其烦地告知居民正确分类
方法。”71 岁的吴英花阿姨担任“督
导员”有3年，她欣慰地告诉记者，现
在居民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垃圾投放
正确率越来越高，这让她们这些“巾
帼督导员”的积极性更高了。

白云街道还将垃圾分类内容有
机融入现有 286支巾帼社会组织团
队工作中，其中由11个社区60名妇
女组成的“白云大眼睛”垃圾分类巾
帼志愿者服务队，是海曙区首个面
向店铺宣传垃圾分类的民间社会组
织。“大眼睛”分三组定期向沿街商
户讲解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基本
常识，发放宣传册，倡导绿色生活；
在家庭内部，则巧妙设计“全家总动
员”方案，邀请各个家庭参与宁波方
言垃圾分类知识讲解、分享会等活
动，让垃圾分类理念入心入脑。

“旧物改造、变废为宝”则展现
了白云街道“巾帼力量”宣传垃圾分
类理念上的聪明才智。在白云庄社
区“绿格子垃圾分类艺术中心”，
旧木料变身茶杯垫、肯德基全家桶
纸盒做成了花盆、易拉罐旧纸板组
合成工艺墙挂、旧布头成为精美头
饰……旧物变身“艺术品”，让居民
感叹不已，也让环保理念顺理成章
地走进居民生活中。

安丰社区“红玫瑰手工坊”布艺
组阿姨们则连续两年利用边角布
料、线头等，设计制作绒裤、口金包、
儿童玩具、环保袋、香包等布艺品，
或者送给敬老院，或者进行义卖，资
金捐给慈善组织。76岁的布艺组负
责人徐瑞英阿姨告诉记者:“最初的
原料是大家各自从家里整理出来
的，现在周边相关纺织企业主动提
供边角料，社区还专门立项，让手工
坊的‘公益球’越滚越大，也让环保
理念在社区内外传播越来越广，社
区垃圾分类氛围越来越浓厚。”

徐瑞英的感受从白云街道的一
份统计数据中得到证实——目前，
该街道辖区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和
公众参与率均达到100%。

海曙白云：

垃圾分类
有支“娘子军”

当 下 ， 农 产 品 “ 走 出

去”被视为国内消费扶贫的

重要抓手之一，随着相关政

策不断出台，众多电商平台

与农村的互动更加良性化，

农村电商在兴乡富民过程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熟悉和善用互联网的青年电

商与家乡农产品链接，为我

市乡村新业态注入活力。“因

为热爱，所以我们组成电商

团队，用心去尝试、去分

享、去经营。”宁海青年电商

陈仲这样定义自己当下的工

作。

农村电商农村电商：：
做精做专农产品分享给消费者做精做专农产品分享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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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果脯。

陈仲和他养殖的青蟹陈仲和他养殖的青蟹。。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供图））

“蟹大人”公司一角。

“红玫瑰手工坊”的阿姨在制作
香包。 （陈朝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