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红!玩转"互联网!变蛋#

记者 徐启峰

变蛋是周口的一种特色食物! 鲜鸡

蛋经过石灰的腌制后! 蛋黄蛋清凝为一

体!色彩绚丽"口味鲜美!在豫东一带广

受欢迎#随着人口的不断迁徙!这种周口

土特产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 无论是

繁华京城! 还是天山脚下! 凡有周口人

处!必有变蛋$

麦收时节!位于周口市港口物流产

业集聚区李埠口乡小杨楼村的一家变

蛋作坊中!老板娘苏红迎来了一年中最

为繁忙的季节!每天从她这里批发出去

的变蛋达到上万枚$ 作为市区最大的变

蛋供应商!她对现在的生产规模很不满

意!多年来 !她一直考虑着建立起一个

禽蛋交易市场 ! 打造周口变蛋产销基

地$ 经过不懈努力!她的梦想如今正一

步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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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广西柳州服役的周口姑

娘苏红退伍! 被就地安排到当地一家事

业单位工作!收入不错$她的爱人也是一

名军人!退伍回到周口工作!两地分居的

生活十分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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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红毅然决定

辞职!回家相夫教子!并在本地一家企业

找了份工作$

苏红家在周口港区小杨楼村!这里

及周边村庄有加工变蛋的传统!加工户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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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

途径$ 在打工之余!苏红也做变蛋!收入

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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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所在企业效益不好!苏

红主动辞职 !建起一个变蛋作坊 !年产

变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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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枚!成为远近闻名的变蛋大

户$

从事变蛋加工十多年! 苏红对这种

家乡食品的前景非常看好$%周口变蛋不

含任何食品增加剂!从鲜鸡蛋到变蛋!通

过石灰腌制&窖藏&晾晒!经过一系列物

理变化! 将鲜蛋的蛋白质分解成易被人

体吸收的氨基酸!营养价值得到提升!而

且口味更为鲜美! 完全是一种绿色健康

食品$ '说起变蛋的加工工艺!苏红如数

家珍$

在周口!变蛋是广受欢迎的食物!据

保守估算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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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枚左右! 这个数字

还以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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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递增着$ 但是这种

风味食品却没有像松花蛋那样在全国得

到流行$ 这也难怪!它裹着厚厚的石灰!

还披着一层锯末或草木灰! 动辄撒落一

地!质朴的像豫东人的性格!不了解它的

人!不会那么轻易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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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个偶然事件让苏红对自

己的事业有了更大的企盼$那年!一位战

友从南方来看她! 她端出自己生产的变

蛋让战友品尝$战友吃过赞不绝口!问她

是否可以从网上买到$苏红上网查了下!

发现%变蛋'包括松花蛋&彩花变蛋等几

个类别!但无一关于周口变蛋的介绍!也

无一家网店卖周口变蛋$ %别人没有的!

就是我的机会$ '苏红意识到!通过互联

网是可以把变蛋生意做大的$

怎样把变蛋生意向外拓展呢( 苏红

首先想到的是建立自己的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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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红注册了%豫乡愿'商标!周口变蛋

有了第一个品牌产品#%货卖一张皮'!周

口变蛋要做到大行其道! 包装必须上档

次# 紧接着!苏红用上了礼盒装变蛋# 礼

盒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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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变蛋!分为三层)最上一层

是双黄变蛋!中间一层是五香变蛋!最下

一层是原味变蛋# 这种礼盒在外地市场

大受欢迎!卖到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沃尔

玛商场!还有许多企业批量采购!用作职

工福利#

要把市场做大!单枪匹马肯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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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红%合纵连横 '!将附近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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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变蛋生产农户联合起来! 成立

了 %周口港区苏红禽蛋加工专业合作

社'# 生产规模上来了!销路就成了最大

的问题!苏红开辟了电商渠道!开起了网

店#目前网上销量与日俱增!线上线下两

翼齐飞!合作社产销两旺!形势看好#

%现在国家大力提倡*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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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实现网上销售!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要

借助互联网把变蛋产业做大! 还有许多

路要走$ '苏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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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一号文

件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

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大力发

展名特优新农产品!培育知名品牌"加强

农产品产地市场建设'.周口市人民政府

出台的 ,关于加快推进农民合作社持续

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中要求%加快农民

合作社产品销售平台建设! 加快发展农

产品电子商务! 大力推进农产品物流配

送中心& 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项目建设'!

让她对自己的事业有了更大的想法$%我

想成立一个专业禽蛋交易市场! 打造一

个变蛋生产基地 ! 使周口变蛋走向全

国$ '她信心百倍地说$

一市场&一基地!苏红的大胆设想并

非空中楼阁! 而是经过缜密的市场调查

得来的$ 目前周口市及周边地区没有一

家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的禽蛋交易市

场! 周口黄淮物流大市场也没有设立禽

蛋交易场所!禽蛋交易呈现散&乱&差现

象!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借助当前周口市

加快%两小市场'建设的机遇!苏红意欲

建设一个豫东南最大的禽蛋专业交易市

场! 以禽蛋及禽蛋初加工产品销售为核

心!以禽蛋初加工&深加工和新产品研发

为依托! 以互联网及全国各大型连锁超

市为平台!以信息物流配送为载体!充分

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从根本上解

决变蛋生产的主料问题! 同时增加社员

收入!促进周边畜牧养殖业和加工&运输

等关联行业的发展! 加快当地经济发展

步伐$

随着周口港区的快速发展! 许多农

村面临拆迁改造!目前已有
)*

多家变蛋

加工农户房屋被拆! 无法进行家庭作坊

式生产$ 苏红说)%这对我们扩大生产规

模是一个严重打击! 但也蕴含着巨大的

转机$ 我们将借此成立规模化产业化的

变蛋加工企业! 这个企业将建立标准化

厂房!设立实验室&质检室等专业科室$

把失地农户引到工厂里! 按照统一工艺

做变蛋!形成行业标准!提高产品质量!

并以%互联网
3

合作社&连锁超市
3

合作

社&合作社
3

直营店'等经营方式!为市

场提供稳定&可靠的周口变蛋$同时可有

效解决当地%

0%2%

'人员&留守妇女及残

疾人再就业问题!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应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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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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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俺种

植的第一茬生态

西瓜上市一个多

月了!到现在价格

还没有掉下来!每

市斤没低过
-

块
)

毛钱$ 由于瓜甜质

良! 皮薄瓤厚!个

头大小适中!卖相

极好!俺制成彩色

图片并附上*福+ &

*寿+等字!在网上

一*晒+!众多商户

都争着先把款打

到俺账户上!排着

队到地头来买$ 俺

算知道啥叫 *疯

抢+啦/ '说起生态

西瓜的网销!正在

地头一边指挥雇

工往车上装瓜!一

边和客商结账的

西瓜种植大户王

亚飞眉飞色舞地

说$

王亚 飞 是 沈

丘县周营乡王寨

村打工青年返乡

%创客' 一族$ 去

年!他在县农发行

的资金扶持下!以

每年一亩
-%%%

元

的地价!流转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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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聘请了技术

员!大力发展早春%甜蜜蜜'生态西瓜

栽培$ 为了扩大生态西瓜的销量和辐

射圈! 王亚飞也赶时髦地开始学着利

用微信平台!推销生态西瓜$他发动身

边的亲戚朋友乃至朋友的家人! 在各

自的朋友圈中发布自家西瓜从瓜苗移

栽&施肥到坐果&成熟等各个关键环节

的%生育流程'!以此让客户看着悦心&

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俺也没有想到这互联网的威力

竟然这么大$ '王亚飞介绍说$ 这些生

态西瓜!通过微友一传十!十传百!曝

光量迅猛膨胀$由于在微信群&朋友圈

对产品明码标价!%甜蜜蜜' 生态西瓜

的销售量陡增! 有的网友一买就是几

十箱!一单生意少则数百元&多则数千

元!利润可观$

目前!王亚飞的第一茬%甜蜜蜜'

生态西瓜已通过网络销售一空! 第二

茬西瓜还未上市!订单已满$

%不敢再接订单啦!怕到时候西瓜

供不应求$以前卖瓜东奔西跑!现在用

上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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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西瓜卖火啦/ ' 王亚

飞笑呵呵地说$

!谢辛凌 王向灵"

新农村组版编辑! 李硕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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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玉米管理要趁早
俗话说%苗好七分收'!壮苗对玉

米产量影响很大$ 夏玉米苗期生长环

境恶劣!因此管理上要突出一个早字!

以确保玉米壮苗早发$

一&早补苗$ 播种后要及时查苗

补种 !凡是漏播的 !要在刚出苗时及

时补种$ 为了补种后早出土!赶上早

苗 ! 可采用浸种催芽的办法浇水抢

种$

二&早间苗$ 适时定苗$ 间苗一般

在三四片叶时进行! 由于夏播玉米的

初生根对土壤通气& 营养和水分有一

定要求!间苗过晚!植株拥挤!互争阳

光&养分和水分!不利于初生根生长!

间苗时应去掉小苗&弱苗&病苗$ 当苗

龄达五六片叶时!进行定苗$间苗和定

苗最好在晴天进行$

三&早中耕除草$中耕可以疏松土

壤&流通空气!不但能促进玉米根系发

育!而且有益于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

促进有机物质的分解! 改善玉米的营

养条件!有利于根系下扎!也是促下控

上&增根壮苗的主要措施$

四 &早治害虫 $麦收后害虫转移

到玉米上 ! 要及时防治 ! 对于地老

虎 &蓟马 &蝼蛄等害虫 !除在播种前

结合浅耕药剂防治外 !出苗后可用

毒饵防治 $ !朱广凯 "

收 获 一 地 金

黄 # 蹦出满眼绿

色$ 扶沟县麦子收

割后 #套种的西瓜

快速生长 #瓜秧爬

上麦茬 # 透气性

好 # 湿气容易排

出 # 不易发生死

棵 %烂棵 $ 图为瓜

农正在整理瓜秧 $

0谷志方 摄1

! 实用技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