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许多人一样，第一次听到“海水
稻”，是在总书记2018新年贺词中。海水
稻，它长什么样？能吃吗？好吃吗？会很
贵吗？……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我们找
到了中国水稻育种的“国家队”——中
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经验丰富的元初商品团队与专业资深
的水稻专家们展开了长时间的开发、打
样试吃和科学检测后，终于在2019新年
伊始，献上了这款全球首发的“元初红
海滩海水稻大米”。而你，将成为第一个
吃到的人！

海水稻，海里长出来的？

“海水稻”是生长在海边滩涂等地
区盐碱地的特殊水稻，是不惧怕海水
短期内浸泡、可以用稀释过的海水灌
溉的特殊水稻。因此，严格来说，“海水
稻”应该称为“盐碱稻”。

说到海水稻，不得不提到“海水稻
之父”陈日胜。1986 年 11 月，当时毕业
于湛江农业专科学校林果专业的陈日
胜和老师罗文列教授一起，到遂溪虎头
坡的海滩普查红树林资源。芦苇荡中，
陈日胜看到一株高约 1.6 米、似芦苇却
结穗的植物。罗教授上前察看后，断定
这是生长在盐碱地里的野生水稻，很可
能是一个新物种——这株水稻出现同
时开花、结实、抽穗的奇观，谷粒带着长
长的芒刺。陈日胜细心取下那株野生水
稻，收获13穗，收种子522粒。

此后的 31 年中，他通过繁育选择
优良株系，在遂溪海滩地进行种子提
纯和繁殖。海水稻一年一季，试验周期
长，陈日胜单是普选稻种就做了好几
年：1987 年种植 400 株，选择优良单株
51 株；1988 年种植 51 个株系，入选 15
个株系……如此选种到 1991 年，才定
型品系为“海稻 86”。此后又经过了 5
代的繁衍，才有了今天元初红海滩海
水稻大米的“海稻 3 号”稻种。至今，海
水稻在国内部分省份盐碱地试种，31
年间培育了适合南北气候、不同盐碱
地种植的 12 个海水稻新品系。从 1986
年的 522 粒种子，到 2017 年部分试验
田亩产达到 700 斤。31 年，陈日胜从满
头黑发到两鬓染霜，一撮撮白发像盐

碱 地 里 呈 青
白色的海水稻。

海水稻，种在哪？

水鸟翩跹，芦苇荡漾，这里是元初
红海滩海水稻大米的种植基地、风光
旖旎的鹤乡——盘锦市。盘锦市地处辽
宁省中南部，位于辽河三角洲中心地
带，是辽河入海口城市。因地处北温
带、位于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
候区，盘锦市拥有寒暑悬殊，雨热同
季，日照充足的气候特征，为水稻的生
长提供了适宜的光热条件和水源。与
元初家的其他大米一样，这款红海滩
海水稻也是一年仅种植一季，生长周
期长达 155天以上，有足够的时间吸取
日月精华和土壤中的营养物质。

海水稻，能吃吗？

有人问：海水稻为什么可以在海边
滩涂和盐碱地生长？是不是用了转基
因技术？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
因组研究所海稻项目组长杨记磙教授
告诉我们：海水稻是在现有自然存活
的高耐盐碱性野生稻的基础上，利用
遗传工程技术，选育出可供产业化推
广的特殊水稻。这款元初红海滩海水
稻大米系纯正的“海稻 3号”原种，基因

检 测 纯 度 高
达 99.1%以上，绝

不是转基因的。
这种经过 30 多年层层筛选的

特殊稻种，具备抗虫、抗病、抗逆性等
天然品质。加之盐碱地的特殊条件，海
水稻很少会遭遇病虫害，因此采用了
有机模式栽培，无需过多人为干预，在
种植过程中基本不需要喷洒农药，让
稻子自然生长。可以说，海水稻何止能
吃，还特别安全！

海水稻，好吃吗？

元初红海滩海水稻大米盘锦基地
位于风光旖旎的红海滩边，历经潮起
潮落，碱与盐的渗透，形成了滩涂独有
的土壤。海浪带来大量的泥沙，使得沿
海滩涂的土壤富含大量有机质。加上
种植基地处于弱碱环境，弱碱性的土
壤环境使得多种重金属元素转化为难
溶态，使其在土壤溶液中的含量降低，
能有效减少基地中的稻米对各种重金
属元素的吸收。

检测报告显示，元初红海滩海水稻
大米维生素 B1、烟酸、锌 3种营养元素
高于同类大米 45%以上，磷、钾高于同
类大米 15%以上。钾离子是细胞代谢
的重要元素，而烟酸则是人体必须的，
而又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的

营养元素。营养看不见摸不着，而《大
米国家质量标准》的评级则是一个最
直观的表达。元初红海滩海水稻大米
达到了最高的国家一级优质大米标
准，这意味着：碎米量低于 2.5%（其中
小碎米低于 0.1%）、直链淀粉含量
14%-20%、含水量不高于 15.5%等很
多技术指标，以及口感品尝评分值在
90分以上。

参加试吃的米饭爱好者们一致表
示：虽然闻起来不如元初五常稻花香
那么香，但米粒非常饱满、Q 弹，口口
筋道，越嚼越香。由于有着天然弱碱
性，煮粥也格外粘稠好喝！

海水稻，吃的不仅是大米！

作为被总书记点赞过的大米，海水
稻的价值绝不仅是好吃而已。过去人类
改造盐碱地，往往采用大水洗地的办
法，但水退之后，随着水汽蒸发，盐分又
会回到土壤表层。而水稻生长周期中都
离不开水，对土地的改良是持续的。这
样，种了几年水稻之后，盐碱地可能转
化为耕地，其他作物也能种植。这一点
已经得到了试验证实，陈日胜在湛江多
年种植“海水稻”的盐碱地，已经可以种
植花生和普通水稻了。而根据媒体报
道，江苏有一块滩涂地，经过多年“海水
稻”种植，土地盐分下降到了 0.3%以
下，可以生长普通作物了。

总书记曾说过：“中国人要把饭碗
端在自己手里 ，而且要装自己的粮
食。”我国有超过 15亿亩的盐碱地，海
水稻研发成功后，如果可以推广 2 亿
亩，按亩产 200 至 300 公斤计算，可增
产粮食 500 亿公斤，多养活约两亿人。
沧海变桑田不再是梦想，元初海水稻
已走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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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云中漫步》电影的人应
该知道，葡萄酒与人之间，原本更近

似“庄周梦蝶”。当你将生命体验和阳
光、土地、一年一季的收成、雨水有所联系
在一起时候，你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乐趣。元
喜荟色拉子珍藏红葡萄酒诞生之际，大伙
在酒庄已经品了两天的葡萄酒，味蕾疲惫，
而它就像孤寂夜空中突然绽放的璀璨烟
花，瞬间点燃了许多人的味蕾，于是我们就
将它带回厦门，邀请更多的酒评人对它进
行客观的品鉴。

除夕团圆夜，带上一套“辞旧迎新”礼
盒，饮一杯立体多彩的生肖狗标葡萄酒，告
别2018，新年钟声敲响时，开一瓶憨态可掬
的生肖猪标葡萄酒，见证2019的到来。

而另一款“好事成双”红酒礼盒里娇憨
却又优雅的猪的背影，偏着头，凝视着身旁
满满一篮葡萄，欢欣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丰
满的身躯，敦实的臀部，俏皮卷曲的小尾
巴，无不显示出丰收的快意和对岁月静好
的满足。两瓶猪标礼盒装寄托着对2019猪
年美好的期望，也赋予好事成双的暖意浓
浓的新年祝福。

【话鲜要点】
1、法国酒庄直采，原瓶原装进口；
2、色拉子被称为“红葡萄酒王子”，酒色浓郁，
口感浓烈丰富，带有黑胡椒和薄荷的香气。

● Sunfreesia元喜荟色拉子珍藏红葡
萄酒（猪年限量）750ml

价格：79元/瓶

●“辞旧迎新”红酒礼盒
Sunfreesia元喜荟色拉子珍藏红葡萄酒
（猪年限量）750ml*1
Sunfreesia元喜荟西拉红葡萄酒（狗年限
量）750ml*1

价格：138元/盒

●“好事成双”红酒礼盒
Sunfreesia元喜荟色拉子珍藏红葡萄酒
（猪年限量）750ml*2

价格：138元/盒

美味生活02

这款元和冻黑虎虾生长在马来西
亚高盐度海水内，采用纯天然的方式
养殖，因为水域干净，盐度高，使得它
白灼后色泽鲜红，口感鲜甜。黑虎虾是
斑节虾的一种，因它斑纹似虎，体型硕
大而被称为“黑虎虾”。我们都知道，新
鲜的斑节虾价格高昂让人难以下手，
更何况过年，水产市场哄抬价格，但它

细嫩鲜甜的口感却不是明虾可替代。
为了能有一款质优价实的黑虎虾可供
选择，我们采用全球采购的方式，将价
格做到最低。

这款黑虎虾是马来西亚原装进
口，为了锁住它的鲜味，我们采用活虾
急冻工艺，虾一上岸就装盒塞进冷冻
机器急冻锁鲜，所以，可能你会发现我
们的黑虎虾打开包装时，不是整齐排
放的，就是因为它在装盒前都保持着
鲜活状态。

【话鲜要点】
1、马来西亚原装进口
2、活虾急冻锁鲜

元和冻黑虎虾
价格：
99元/盒（800g）

238元/盒（2kg）

敢用“老虎”命名的虾，不一般！
马来西亚原装进口活虾急冻锁鲜

新年新期盼：有酒，有人生
专属猪年的祝福辞旧迎新好彩头

新品上市

“辞旧迎新”红酒礼盒 “好事成双”红酒礼盒

99草莓的甜度来自于得天独厚
的地理环境。作为“中国草莓第一
县”——辽宁丹东东港，地处辽宁半
岛，北纬40度的地理位置，这里被誉
为世界许多农产品及作物生长的黄
金带。草莓进入花期后，在每个大棚
里放上一个蜂箱。只要温度到达15℃
左右，蜜蜂可根据大棚内的温度、湿
度，在最佳授粉时期生态授粉，无人
工干预。使用蜜蜂授粉，不但授粉均
匀，提高草莓产量，而且使得生长出
来的草莓果型更好，风味更优。

每一株草莓苗都精心呵护，住暖
棚温室，专业技术人员看管，长达5个
月的生长周期。正是有这些先进的种
植技术与田间管理，才有了丹东草莓
的香甜味美。种植方法采用秸秆发酵
做底肥，标准化梳果，施有机肥等措
施，不使用化肥农药激素，绿色健康。
保证了每一颗草莓的上乘口感，安全
品质。正是这样，丹东99草莓才得以

“红”到大江南北。

【话鲜要点】
1、产自辽宁丹东东港市，得天独厚的

地理气候环境更有
利于草莓的甜
度积累；
2、99草莓是
1999 年 由
日本引进
品 种 的
红 颜 草
莓 改 良
而 来 ，口
感 好 ，光
泽亮丽，草
莓香浓郁，甜
度高；
3、精选 A 级果，果
型正，尾部圆润，呈漂亮
的锥形，光泽好，入口香甜；
4、通过元初内控 392 项农残检测，蜜
蜂授粉，物理杀虫，施有机肥，每一株
草莓苗都精心呵护，长达5个月的生
长周期。

元初蔬果-丹东99草莓
价格：39.9元/盒（400g）

79元/盒（800g）

东北小甜心 颗颗甜润到心里
丹东99草莓够甜够味不迷你

SunfreesiaSunfreesia元喜荟色拉子红葡萄酒来自法国朗格多克元喜荟色拉子红葡萄酒来自法国朗格多克--鲁西荣产区鲁西荣产区



•精选180天河田飞鸡，凝聚岁

月精华，肌间贮积适量脂肪

•营养滋补，浓郁香醇

•月子首选，老人、儿童滋补佳品

准备材料：河田飞鸡、香菇、盐、味精、清水、料酒等

制作步骤：
1. 把准备好的材料导入炖盅，倒入适量的清水；

2. 用白棉纸湿水后封上盅口，将汤盅放入蒸锅里，

旺火炖20分钟；

3. 改中火慢炖2小时后出锅。

•严选180日龄河田飞鸡，鲜嫩口感与

浓郁鸡味兼具

•客家经典菜式，酒香四溢，回味无穷

•在家就能做出的酒楼大菜

准备材料：河田飞鸡、客家酒酿、盐、姜片、葱段

制作步骤：
1. 整鸡洗净，放置沥干，放入锅中，加入葱姜，小火煮30分

钟，捞起放入冰水冷却；

2. 倒酒备用，将鸡切块，放入焖煲，加盐、酒、姜片、葱段，小

火焖10分钟即可；

3. 煮鸡的汤汁撇去泡沫，还可以煮面呦！

•优选120日龄河田飞鸡，发育成熟，体

型丰满，鲜香嫩滑

•1/4只便利分装，简单干蒸风味即现

•小家庭轻松烹饪，婴儿辅食可用，健身

达人好食材

准备材料：河田飞鸡、盐、姜、葱

制作步骤：
1. 整鸡洗净，用盐、姜、葱均匀涂抹鸡身，腌制半小时左右；

2. 将鸡放入烧开水的蒸锅中，蒸20分钟左右；

3. 取出蒸好的鸡改刀切块装盘，将鸡汁淋在切好的鸡块上

即可。

何为动物福利？是让动物在健康快

乐的状态下更高质量的生活，从而使它

不仅身体更健康，心情也更愉悦。

这款河田飞鸡采用山林散养的方式

养殖。“它们平时都在林子里活动，林子里

的青草、松针、嫩叶、虫子和土壤内的天然

矿物质是它们的主要食料，我们也会按照

一定的配比喂非转基因稻谷、玉米等粗

粮”，这里的养殖人张大姐介绍说。张大姐

在养殖场养鸡已经五六个年头了，对河田

鸡的习性可以说是非常了解。

“它们平时就生活在这个林子里，想

吃就吃想睡就睡，没事儿就晒晒太阳找

找虫子吃，时不时和同伴们嬉戏打闹一

会儿，可以说是很快活，所以它们不怎么

生病，抵抗力远高于室内养殖的洋鸡或

者室内土鸡。”真不要小看这河田飞鸡的

运动量，曾经用机器测算，它不仅每日日

踱一万步以上，还会飞上树梢，可以说是

名副其实的运动健将，货真价实“跑步

鸡”，所以才叫它“河田飞鸡”。因为长汀

县独特的地理环境，山林散养，同时五谷

杂粮喂养还适当补充野菜、昆虫，使得河

田飞鸡牛磺酸含量较高。

一人食、两人份、家庭烹饪我们都有

很多人说小鸡炖蘑菇，鸡肉好吃，蘑菇也

香，殊不知鸡必须足月出栏才有营养，养

足时间的鸡才能够积淀小分子风味物

质，这样炖出来的鸡汤浓郁香醇，才有所

谓的“芳香物质”。我们选择了足月出

栏，适合白斩、干蒸的120天河田飞

鸡，也同时选择适合炖汤、盐酒的

180天河田飞鸡，两种天数，四

种规格给到顾客更多样化的

选择。

有四分之一，靠腿、靠

翅，满足小家庭和一人

食，也有半只装，适合两

人份，还有整只装，炖汤之

选。所以，如果担心半只装一

次吃不完，那就买四分之一的

尝尝，如果担心半只宴客不地

道，那就买整只的炖汤。鸡肉嫩滑，

不柴不干，感觉拿来做手撕鸡也不

错，鸡骨头可以拿起来啃，骨髓香浓。

养足时间的土鸡，真是风味足。

【话鲜要点】
1、传承第11代纯种河田鸡基因，足日出

栏，发育成熟，体型丰满；

2、山林散养，自由奔跑，树上栖息，喂食

玉米，稻谷等谷物，林间野菜、昆虫是营

养加餐；

3、网易CEO丁磊和美团CEO王兴共同

投资保护的长汀河田鸡保种场，并获得

《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总顾问沈宏

非倾力推荐。

价格：
河田飞鸡母1/4只（靠腿）

29.9元/份（120天）
河田飞鸡母1/4只（靠翅）

19.9元/份（120天）
河田飞鸡母半只

69元/份（180天）
河田飞鸡母整只

129元/份（180天）

深入产区 03

曾被进贡的好鸡
绝非浪得虚名

唐代时，河田鸡曾作为斗鸡进贡；

乾隆 1753 年，汀洲县志记载河田鸡

“冠状如鹿、肉质鲜美”；2006年，长汀

河田鸡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并作为客家大菜获评“闽西八大鲜”之

一。这个老家位于福建长汀的河田鸡

即便获得殊荣，却因交通不便利，而鲜

为人知，不过也正是如此，河田鸡才没

有与其他外来品种杂交，保留了纯正

的河田鸡品种。现在这样的千古名鸡

正式走进我们的餐桌，成为大伙儿健

康三餐的一部分

元初肉铺的河田飞鸡便是来自长

汀县国家级河田鸡保种场，是第11代

有基因族谱的纯种河田鸡。来自网易

CEO丁磊和美团CEO王兴共同投资

保护的长汀河田鸡保种场，并获得《舌

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总顾问沈宏

非倾力推荐。所以，你吃到的名鸡可不

是一般的名鸡，它有完善的基因管理

系统，更生态、健康的养殖方式，甚至

每只鸡都有配种记录和家系信息。

品种纯正，“冠状如鹿，三冠三叉”

是纯正河田鸡独有的特点。

•三黄（黄嘴、黄羽、黄脚）、三黑

（黑颈、黑翅、黑尾）、三叉冠

•形体丰满，皮薄骨细，肤色金黄

•每只皆有基因标识、配种记录

和家系信息
河田 鸡
不仅日踱一万步，而且还会“飞”
飞

干蒸干蒸清炖清炖 盐酒盐酒

烹饪一只好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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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妈妈和别人的妈妈一样
絮叨。哥哥吃饭的时候，她都会再三
要求：小心，注意节省，不要掉下哪怕
是一颗饭粒。哥哥也和所有的孩子一
样，在呀呀学语时就背过“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可是，妈妈说归说，

哥哥背的诗继续背，该掉的饭粒照样
掉。妈妈很节俭，也爱报怨。每当哥哥
吃饭掉饭粒，她都要说上一顿。饭粒
若是掉在衣服上，那还好；若是掉在
地板上，万一再不小心用脚踩过，妈
妈的报怨能持续十五分钟。

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后，有一天
睡前，我给哥哥讲我小时候干农活的
经历。我先介绍，种干蔗时甘蔗苗要
怎样放在土里，收花生的时候要怎样
摘花生才最省力，种地瓜的时候地瓜
苗要怎样插到地里等等，最后就说到
有年夏天我割稻子时被镰刀割到脚
趾头的事。

每年暑假，我和伯伯叔叔，都要
帮助家里收割春天种下的稻子。稻子
割倒后，要第一时间把谷子打下来，
让稻草在烈日下晒上几天，然后挑干
稻草回家。等地里收拾干净了，我们
又再和父母一起，把晒干的稻田用犁
翻开，泡上水，重新打烂了，再插上新
的秧苗。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南方七
八月的烈日下进行，一点都不能耽
搁。如果迟割了稻子，万一赶上台风
天，强风可以吹倒稻子，让饱满的、泡
在水中的谷粒迅速发芽。

15岁左右，七月的一个中午，没

有一点风，我站在水田里，右手拿着
锋利的镰刀，左手抓住了一把稻子，
干了一上午的活，开始有点眩晕，或
许是中暑了。尽管如此，我手上的动
作并没有减缓。在某一刻，我斜斜地
把镰刀伸向左下方，镰刀尖插入水田
里。就在我右手用力向上拉割断稻子
时，感觉到左脚大拇指一阵剧痛，瞬
间就见到水里冒出红色的血来。我不
知道是该伤心还是该开心，伤心的是
受伤了，开心的是今年夏天的农活是
不用干了。

哥哥皱着眉头听完了我的讲述。
我还说，在我做过的农活里，我最学
不会的是插秧。插秧却是我的爸爸和
爷爷最拿手的本事。我演示给哥哥
看: 两腿叉开，弓着腰，左手拿着一把
秧苗，手肘支在膝盖上面，右手从左
手上分出几棵秧苗，插到地上去。每
一排插六株，要求横、竖、对角都要整
齐。我告诉哥哥，整齐是很关键的，将
来需要摸田里的杂草，秧苗如果不整
齐,人在田里移动的时就会踩到秧
苗。

哥哥看着我做，觉得这是天底下
最容易的活。于是跟我说: 这很简单，
插完一排，后退一步。我说: 确实简

单，你做给我看。哥哥高兴地下了床，
开始模拟插秧。插了六株，后退了一
步。我夸他插得好，他就直起身子。

我说: 先别结束, 你才刚开始,
你把咱们家客厅这么大地方的秧插
好了才结束。哥哥说: 这么大地方呀?
我说: 咱们家的厅很小。爸爸小时候
要在太阳底下插秧, 水里还常常有水
蛭咬、吸血，你才插满这么小的地方，
没有太阳没有水蛭，太容易了。哥哥
说: 好。

又坚持了一会儿，直起腰来，说
腰酸。我说：是啊，腰会酸。

哥哥又说：屁股会撞到墙。我说：
是啊，爸爸小时候还一屁股坐到水田
里了呢。

等哥哥插完了秧, 我又说了一遍
“粒粒皆辛苦”,哥哥一直点头。这下，
道理更容易明白,印象也深刻多了。

编者手札：
春节团圆的仪式感不可或缺，家

家户户必然鸡鸭鱼肉样样齐全，但往
往剩菜剩饭也多。在日常中生活的学
习便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即便是过
年，也不能过度贪食或者浪费哦！

为啥粒粒皆辛苦? （连载四）

元初新鲜事

▲ 高高，元初副总裁，两个孩子的父亲。

冬至日，南方人要吃汤圆，北方人要吃饺子，榴莲控们摇摇头说，怎
么能错过榴莲呢！于是在这个吃货争执不下的日子，2018年12月22日
冬至，元初食品首家品类店——一大波榴莲（中华城店）正式开业了！红
火的开榴莲仪式后，阵阵榴莲香气引来了无数榴莲控在现场排起长龙，
争相品尝元初爆款榴莲汤圆，以及一大波真材实料的美味榴莲甜品。

地址：思明南路195号中华城北区负一楼B010（老凤祥出入口，教
堂斜对面）

王牌榴莲甜品在冬天宠幸你
元初食品品类店“一大波榴莲”正式开业

过年总要喝上几杯，不管红的、白的、哪国的，一定要是真的，喝酒
要喝放心酒。2018年 11月，厦门元初食品新增17家门店获评第三批

“厦门市放心酒示范（连锁）店”荣誉称号。截至当日，元初食品厦门区域
共计46家门店均获“放心酒”示范店授牌，是厦门市唯一一家所有门店
均有“放心酒”标识的示范企业。

喝酒要喝放心酒买放心酒来元初就对了
元初食品获“厦门市放心酒示范（连锁）店”授牌

新年新征程，向“成为全球一流的优质食品
企业”的愿景前进

元初食品加拿大公司、北美研发中心正式揭牌

温哥华当地时间2019年1月1日，元初食品加拿大公司以及元初食
品北美研发中心在加拿大温哥华正式揭牌，落地生根，蓄势待发！

继 2017年 10月与德国百年企业胡培顿公司在德国汉堡共同建立
“元初食品欧洲研发中心”之后，此次又在加拿大温哥华设立了北美研发
中心，标志着元初商品开发的国际化进程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未来，国
内的顾客们将享受到更多国际标准、全球直采的好商品。

基于近20年的亚洲食品出口经验和资源以及7年打磨的中国新零售
业态基础，元初食品加拿大公司也将在北美开拓建设新零售渠道，为北美
亚裔和当地民众带去质优价实的健康三餐食品和温馨透明的邻里互信专
业服务。

北美元初创始伙伴的下一代年轻人们为公司和研发中心亮相揭牌，
开启了元初的海外新征程。元初食品加拿大公司在开业之初也向当地慈
善机构Food·Bank捐献了一小笔善款，表达了元初愿意与社会各界共创
更美好世界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