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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儋州咸鱼冶的历史源远流长袁早在上千年
前袁儋州人就探索出用粗盐腌制鱼类等海产品
的方法袁并沿袭至今遥红鱼干袁是儋州咸鱼的代
表作遥

儋州红鱼是咸鱼中的主打产品袁让人尝之
而终生难忘遥 儋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吴启养认
为袁一方面袁儋州红鱼象征着野鸿渊红冤运当头袁
红红火火袁年年有余渊鱼冤冶的美好寓意袁因此在
儋州及周边地区袁自古以来就有野无鱼不成宴冶
的说法袁沿海渔家野三牲冶拜祖必有鱼袁尤以红
鱼为上遥

吴启养对红鱼开发出的系列产品如数家
珍院传统儋州红鱼产品主要包括红鱼干和红鱼
粽两大类袁红鱼干以野淡盐红鱼冶为上上品袁这
种红鱼是渔民在作业中的船舶直接晒制的曰其
次袁就是靠岸后晒的咸红鱼袁还有用大量盐腌
制的野红鱼粽冶遥

其中袁红鱼干不仅可单独成菜袁它与不同
食品搭配袁 还可制成各具风味的美味佳肴袁比
如可做成清蒸红鱼五花肉 渊即红鱼戏五花冤尧
野红鱼山猪缘冶渊即红鱼炖山猪肉冤尧 红鱼木瓜
汤尧香煎红鱼干袁还有红鱼粥尧红鱼饭等美食遥
红鱼粽与猪肉清蒸是味开胃的好菜袁特别说明
一下袁这里说的野红鱼粽冶不是端午节吃的用红
鱼肉做馅的粽子而是红鱼加工的一种产品遥
吴启养介绍袁 红鱼的产品大有文章可做遥

红鱼产品除了以上两大类干品外袁还可以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多个产品袁如可开发野红鱼
汁罐头冶尧野红鱼内脏罐头冶尧野红鱼戏五花冶熟食
系列等产品遥

红鱼干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袁不加入任何添
加剂袁保留最纯正的口味遥 红鱼干主要有两种袁
一种是剖肚摊开晒成板形的红鱼干袁以野淡盐
红鱼冶为上品袁常由渔民捕捞后直接在海上晒
制而成曰另一种是靠岸后晒的咸红鱼袁红鱼腹
内塞满食盐晒干袁叫做野红鱼粽冶遥

红鱼粽要要要一种酶香鱼袁 又称红鱼筒袁是
深受东南亚消费者和广大游客喜爱的佐餐食
品遥 红鱼粽制作工艺精巧袁一般选每条 4公斤
以内的新鲜红鱼袁海水洗净袁再用小木棍从鱼
口直插到内脏加盐袁至鱼肚饱胀为止遥 再将红
鱼平排放在鱼池或鱼桶里袁层层码盐袁最上层
以大石堆压腌制而成遥

现今儋州红鱼沿袭了自然风干的方式袁最
大限度保存了海产本身的营养袁因而被列为优
质海产品遥

儋州红鱼肉富含蛋白质袁每 500克鱼中蛋
白质的含量相当于 600 克鸡蛋或 850 克猪肉
中蛋白质的含量袁 且鱼肉中的蛋白质结构松
软尧肌肉纤维结构比较短尧水分含量较高袁使得
吸收利用率高遥

儋州红鱼肉脂类含量低袁其中所含的脂肪
大多是不饱和脂肪酸袁 很容易被人体消化尧吸
收袁而消化吸收后的脂肪酸在血液中可以与血
胆固醇相结合袁把胆固醇从血管中带走遥

儋州红鱼肌肉氨基酸含量同其他经济鱼
类相比袁属中等水平袁其呈味氨基酸百分含量
较其他鱼类高曰同时袁鱼体内含有丰富的有利
于人体智力系统的 DHA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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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天然工艺好 美味闻名遐迩

过大年吃啥好？儋州红鱼味道美

在我国南海辽
阔的海域袁尤其是北部湾渔场袁
生长着一种特有的深水鱼要要要红鱼袁
它体大肉厚袁味道鲜美袁深受渔民喜爱遥海
南儋州流传的山歌里袁 就有 野马井红鱼香破
釜冶的说法袁其中的野马井冶就是指儋州渔业大
镇白马井遥 千百年来袁渔民们传承祖辈的工
艺袁将红鱼腌制尧晾晒成鱼干袁使得这种野香

破釜冶的美味得以绵延至今遥
如今袁 儋州市致力于将红鱼打
造成为野儋州农业知名品牌冶袁通

过制定生产标准尧严控产品
质量尧 优化包装设计尧
加大宣传力度等举
措袁野儋州红鱼冶的
名气愈发响亮袁
产品远销国内
外袁 成为儋
州最具特色
的农业知
名品牌之
一遥

每天早上袁东方刚泛起鱼肚白袁舟楫如林
的儋州白马井镇南司码头就已经人声鼎沸袁
熙熙攘攘的渔民将一筐又一筐的海鲜搬上码
头袁然后通过商贩售往全国各地遥因为数量较
少袁得来不易袁在众多海产品中袁红鱼是无可
争议的珍品遥

红鱼袁学名叫红鳍笛鲷袁又名红槽鱼尧红
鸡袁体型较大袁呈椭圆形袁稍侧扁袁一般体长
20~40 厘米袁体重 2~3 公斤不等袁因全身鲜
红而得名遥 红鱼是暖水性中下层鱼类袁生活
在水深 50~90米的南海海域袁尤以北部湾渔
场较多遥

红鱼鲜美袁价亦不菲遥在通常情况下袁渔
民们捕捉到红鱼袁往往舍不得自己吃袁而是拿
到市场上换成钱粮袁以作养家糊口之用遥为了
长时间保存袁在保鲜技术落后的旧时代袁渔民
们沿用祖先用粗盐腌制鱼类的方法袁 将红鱼
加工成鱼干袁 除了粗盐之外不加入任何添加
剂袁保留最纯正的口味遥

儋州红鱼干主要有两种做法袁一种是剖
肚摊开晒成板形的红鱼干袁以野淡盐红鱼冶为
上上品袁常由渔民捕捞后直接在海上晒制而
成曰另一种是靠岸后晒的咸红鱼袁腹内塞满
食盐晒干袁叫做野红鱼粽冶遥 但无论是哪种方
法制成的红鱼干袁都闻之清香袁吃之咸香袁令
人回味无穷袁因而才有了野马井红鱼香破釜冶
说法遥

今年 52岁的叶志健袁早已从海上回到陆
地袁 成了海南本土最大的红鱼加工企业要要要
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遥 他的公司
从事红鱼尧带鱼尧马鲛鱼等深海鱼类的加工业
务遥渔民们出海归来在白马井中心渔港尧南司
码头靠泊后袁 创华公司将捕捞到的红鱼收购
并制作成红鱼干袁然后销往各地遥

在叶志健的加工厂袁 记者见到了红鱼加
工成鱼干的整个过程院 一条条肥美的冰红鱼
渊渔民在船上用冰块保鲜冤运到工厂袁解冻后
解剖尧去鳞尧除去内脏尧清洗袁然后放入盐水中
浸泡尧腌制袁然后在 28益左右的阳光下晾晒袁
晒好的红鱼会有自然的香味曰 晾晒好的红鱼
送入加工间整条包装袁或切片分装成小袋遥

据了解袁为了保证红鱼的品质袁儋州红鱼
干完全采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袁 不添加任何
食品防腐剂曰为了控制咸度袁整条出售的红鱼
干按 5斤盐/100斤红鱼的标准腌制袁腌制 1~
2天袁晾晒 3天曰切片分小袋包装的红鱼干则
按 2斤盐/100斤红鱼的标准腌制袁 腌制 10~
12分钟袁晾晒 1.5~2天袁含水量控制在 35%左
右遥

为确保红鱼质量安全可靠袁 创华公司搭
建了专门的红鱼晾晒棚袁晾晒棚围上密网袁阳
光可透过袁但蚊虫不得入遥此外袁在加工尧包装
等过程中袁公司还要求员工穿工作服尧消毒后
才进行作业遥

在 2015年袁央视七套叶每日农经曳节目摄
制组来到儋州市袁 深入白马井及农家乐采访
拍摄儋州红鱼的捕捞尧 制作及相关饮食文化
专题片袁进一步向全国推介儋州的美食文化遥

野逢年过节袁若能给亲戚朋友送上一条红
鱼袁这份情谊就相当深厚了遥冶渔民麦民伟说袁
红鱼是儋州人送礼的佳品袁 因此尽管儋州红
鱼极其美味袁 一般情况下袁 在春节以外的时
节袁渔民自己舍不得吃红鱼遥 野吃上红鱼是家
庭富裕的象征遥 冶

白马井镇上的人一般都知道袁 过年吃红
鱼袁有着红红火火的意思遥而如用砂锅煮红鱼
饭袁则余香无穷袁多年过后还会想着它遥

儋州红鱼之所以成为海产品市场上的
野宠儿冶袁不仅因为味美袁更因其美好的寓意遥
逢年过节袁 儋州有条件的家庭都会买上一条
新鲜的红鱼或红鱼干袁用来祭拜祖宗袁或与亲
友分享遥

据介绍袁在上世纪 80年代袁一条干红鱼
卖四五元钱袁 但这对当时的家庭来说已经是
一笔不小的收入了遥如今袁一般的红鱼干可卖
到四五十元一斤袁品相较好的袁可卖到 80元
多元一斤袁一整条红鱼干就可卖到三四百元遥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袁 儋州红鱼在琼岛
极负盛名遥今天袁随着通信尧物流尧电子商务等
产业的繁荣袁儋州红鱼早已野遨游冶出岛袁畅销
广东尧福建尧辽宁等国内多数省市区袁甚至远
销日本尧韩国袁乃至欧美部分国家袁成为儋州
乃至海南的著名特产遥

主要从事红鱼加工尧包装尧销售等业务的
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袁 一方面由公司的船
队出海捕捞袁一方面从海南尧广东尧广西等地
渔民手中收购袁 将主要产自北部湾的优质红
鱼加工成冰鲜鱼尧红鱼干袁然后通过批发商尧
出口企业销往国内外袁 该公司专为红鱼注册
的野白马帆冶商标袁在海鲜品市场逐渐响亮遥

据介绍袁 为了保证红鱼一年四季供应市
场袁创华公司建设了 4个保温库尧4个速冻间
和 1个预冷库袁 在渔汛期大量收购新鲜红鱼
并利用冷藏技术进行保鲜袁 在阳光充足的季
节则分批腌制尧 晾晒尧 加工袁 每年加工红鱼
600吨左右遥

叶志健说袁儋州红鱼早已美名远扬袁对于
企业来说袁最重要对红鱼的品质严格把关袁确
保生产出纯天然的优质红鱼遥此外袁公司还将
进一步延伸红鱼产业链袁 研发更多以红鱼为
原料的优质产品袁 为儋州红鱼产业的发展贡
献力量遥

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袁
儋州红鱼加工制作主要在新州尧 白马井和海
头等镇遥 近几年袁儋州市投入资金袁扶持企业
改造和更新加工设备袁对红鱼进行精加工袁打
造红鱼品牌袁扩大销售渠道遥

前些年袁 儋州市就已投入资金打造红鱼
品牌袁申报野儋州红鱼冶地理标志袁指导和引导
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做好儋州红鱼产品包
装设计袁找准定位袁提升产品的外在形象袁积
极打造产品品牌遥

儋州红鱼味香纯

天然好鱼扬美名
营养美味的儋州红鱼

银女工在晾晒红鱼遥 渊舒晓 摄冤

银经典菜肴要要要野红鱼戏五花冶遥 渊黎有科 摄冤

银刚捕捞的海鱼遥 渊袁才 谢振安 摄冤

聚焦儋州农业特色品牌
儋州红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