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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游笑春 韩巍巍） 9 月 4 日，由省
教育厅主办、三明学院承办的第六届福建省“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高教主赛道、“红
旅”赛道决赛在三明举行。

本届大赛紧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疫情防
控、红色教育等主题。与往届大赛不同，大赛首
次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评审，充
分 融 合 协 同 云 路 演 与 赛 事 系 统 ，结 合“ 互 联
网+”大赛比赛场景，布置从选手抽签、录入、候
场，再到路演、答辩、专家评审、评分公示的云赛
场，让评委与选手通过屏幕实时互动。

决赛现场，通过层层筛选晋级的 120 个项
目（包括主赛道 82 个项目、“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赛道 38 个项目）分为三组通过线上路演答
辩的形式展开对决。各团队紧密关切社会发展
趋势，“高科技”“抗疫”“后疫情时代”成为今年
参赛项目的新名词。参赛团队在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展现出比往届项目更
强的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潜
力。省赛金银奖将结合决赛成绩和国赛给我省
的推荐名额及比例情况最终确定。

大赛还开通了线上直播观摩通道，全省有
关高校的指导老师、参赛选手等皆可在线上观
看决赛进展情况。

据介绍，今年大赛的影响力更大、覆盖面更
广。至 8 月 15 日大赛报名截止日，全省高校、中
职学校和高中在“大创网”上累计注册用户 62.2
万人，89 所高校在高教主赛道上报名 6.8 万个
项目，27 万人次参赛；75 所院校在“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赛道上报名 1.5万个项目，5.8万人次参
赛；275 所院校在职教赛道上报名 3.3 万个项
目，12万人次参赛。

据了解，本次大赛还将职教赛道与黄炎培
海峡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融合举办，鼓励高
校、中学、中职中专、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学
生、技工院校（参加黄炎培海峡职业教育创新创
业大赛）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大赛实践，做强高
教、职教、萌芽各版块，探索形成各学段有机衔
接的创新创业创造教育链条，实现区域、学校、
学生类型全覆盖。

据介绍，第六届福建省“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职教赛道暨第四届黄炎培海峡职
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将于 9 月 9 日和 10 日
在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萌芽赛道决赛也
将于近日以网评的形式举行。

省“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举办决赛
首次“线上线下相结合”评审 近50万人次参赛

被誉为“中国茶叶之乡”的福建省宁
德福安市，花舞茶的前身——“工艺花茶”
诞生于此。2000 年由薛彤云女士研发后，

“工艺花茶”曾轰动一时，直到2008年到了
鼎盛时期。此后由于缺乏线下销售渠道，
未能抓住网络经济的新机遇，名气渐失。

3年前，作为花舞茶工艺二代传承人，
聚焦乡村产业脱贫面临的痛点，福建师大
毕业生李阳毅然返乡创业。她创立了“一
茶生活”品牌，打造全国首家花舞茶品牌，
立志让花舞茶重现生机。

开拓新兴市场，满足多元消费需求

既然冠以花舞茶之名，工艺花茶的独
特之处就在于泡茶过程。在李阳的展示
中，可以看到茶球在一分钟内完成迷人绽
放，花在水中漫舞，好似清水出芙蓉，巧夺

天工。品尝时口感极佳，伴有花香，沁人心
脾。

作为花与茶的创新结合，花舞茶的制
作流程包括理调、干燥、窨制、缝制、定型
五大工序及二十多道细分工序，其生产工
艺和外形获得了5项国家专利。

而且花舞茶经搭配具有不同的养生
疗效，加以精确配比的冰糖、蜂蜜，适合作
为日常饮品，符合市场养生大趋势。李阳
表示，花舞茶冲泡过程带来的视觉冲击非
常适合线上推广，以年轻一代的思维实现
花茶产业品牌再造，是她创业的关键突破
点。

李阳整合家族茶企的销售渠道，首先
打开国外市场，在积极推广中花舞茶远销
日本、马来西亚、英国、俄罗斯等地。国内市
场方面，团队针对女性白领群体“时尚、休
闲、健康”的生活追求，线上渠道已开拓多

个电商平台直营店，包括淘宝、1688、抖音
商铺等，第一个月仅淘宝商铺月销售量就
达到 6800颗茶球，月销售额达到 10万元，
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认可。

为了适应更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目
前，团队正在进行更多元化的产品布局，
研发果香型花舞茶、养生花舞茶、手持便
携花舞茶杯等产品。

助力脱贫，就业增收两不误

“扶贫必先扶志”，在创业过程中，李
阳致力于通过产业发展提升当地茶农收
入，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由于花舞茶由花瓣与茶芽纯手工缝制
而成，制作工艺繁杂，需要人工摘取一茶3~
4叶，并剥离无用的茶叶，留下茶芽与茶杆，
这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不少就业岗位。

在宁德当地，李阳团队聘用了大量来
自于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和下
岗、陪读、留守的妇女，经过简单的再就业
培训就能够进入生产车间。

创业三年来，公司直接带动就业 890
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家门口就业”的农
村母亲。“我们这种带小孩的女人，外出
务工没有人会愿意让我们三四点下班，
花舞茶的工作不仅能够让我们口袋有钱
有了尊严，也让我们能兼顾家庭……”

对花农、茶农来说，花舞茶还提高了
鲜花和茶青的利用率和单位效益。原来，
花舞茶是由单片花瓣组合缝制而成，这意
味着略有缺陷的整朵鲜花也能被利用起
来，茶叶长度也增加至二叶、三叶。据测
算，加工花舞茶可以将鲜花利用率从每亩
60.2% 提 高 到 85.3% ，茶 叶 亩 产 增 收
259.67%。

创业以来，李阳的公司已累计收购茶
叶226.5万公斤，收购鲜花5.5万公斤。

李阳表示，目前公司在闽东多处高海
拔的偏僻山区扶持贫困户发展茶叶种植，
每年固定向茶农收购无公害茶叶，并提供
优质茶叶种植和生产技术，预计 2023年还
能实现茶叶收购量翻番。

李阳：让花在茶中
□本报记者 张颖 文/图

霞浦海参个头大、肉质厚、口感好，加
工成干参的发泡率高。因此，霞浦获得了

“中国南方海参之乡”称号。霞浦海参，成
为“南参”的代表。

2019 年，霞浦县海参产量达 1.76 万
吨，产值达 30 多亿元，其产量约占全国成
品参产量的 30%，位居全国县份第一。

近年来，霞浦县在严格海参质量管控
的同时，积极引导水产加工企业由初级加
工向精深加工转变，助力产业加快发展。

海参片，便是精深加工结出的又一新
果。经过三年试验，今年 6 月，全国首个采
用压片工艺的海参产品——海参片面市，
并一举拿下“霞浦海参”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首家授权。

从 2010年试水海参养殖，跨界完全陌
生的水产领域，到如今借助科技力量打造
高端海参精深加工产品，张明照近日向记
者讲述了他与海参不同寻常的创业故事。

从海参养殖到海参加工

海参盛产于北方海域，因气温、海水
盐度等原因，一直没有在南方养殖成功。
通过不断实践摸索，霞浦养殖户改变了这
个历史。2003 年，部分养殖户从山东长岛
引进刺参苗种，进行室内池暂养试验，次
年小面积度夏养殖试验成功。

经过几年的努力，霞浦海参养殖业蓬勃
发展。位于霞浦县溪南镇的东安海域，凭借优
良的海区条件、长期的养殖传统、丰富的网箱
养殖经验，成为霞浦县海参主产区之一。

张明照出生于 1979年，在霞浦海参养
殖兴起之时，他在溪南镇经营药店，机缘
巧合认识了许多海参养殖工人。“一开始，
他们因为干活身体虚弱经常来买各种补
品，后来渐渐来得少了。”他说，一问才知
道，是工人经养殖户介绍食用海参，身体
得到了改善。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味甘
咸，补肾、益精髓、摄小便、壮阳疗痿，其性
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海参的显著功
效引起了身为药师的张明照的兴趣。虽对
海参养殖是很陌生的，但张明照在调研后
毅然决定创业，试水海参养殖。

2011 年 5 月，张明照拿出 30 万元入股
亲戚养殖场，并随之前往北方考察学习。
回来后，他多次上渔排作业，半年下来，对
海参的认识不断加深，“采用浮筏吊笼，饲
养大规格（15~30 头/kg）半成品参苗，三天
投喂一次海带，可加快海参生产速度”。那

次，张明照获利近 20万元。
初尝甜头，令张明照信心倍增。2012

年，他以每公斤 300 元的价格再次从北方
购入苗种。结果遭遇北方客商压价，成品参
仅以每公斤120元的价格卖出，亏损严重。

长期以来，由于霞浦海参相较于山东、
辽宁海参知名度低、品牌不强，且不少消费
者只信北方海参效用，霞浦活参收购行情
不理想，虽物美但价低。加上活海参离开海
水后，会吐肠子自溶，只能选择低价卖给客
商，导致养殖户丧失了议价话语权。

就在张明照为低价出售感到郁闷的
时候，他发现，有部分养殖户将成品参煮
制成拉缸盐海参，每公斤竟然可以卖到
180 元，利润提高了 50%。张明照总结自己
的这次失利是“因为不懂加工”。带着之前
的经验，他又踏上了海参加工之路。

海参即食的困境与破解

“霞浦海参肉质肥厚，口感好，品质
优。”张明照相信，好的产品，一定能够获
得更多人认可。2013 年 5 月，张明照在养
殖海参的同时，投入 40 万元，创办了自己
的海参加工厂。借助仅有的一条生产线，
将自家出产的所有海参制成拉缸盐海参。

“加工后的海参 1 斤可以多卖 10 元。”为了
搞好海参事业，张明照不惜停办药店，一
心扑在加工厂上。

2015 年 ，张 明 照 再 次 投 入 100 多 万
元，扩大加工厂规模，厂房面积由 200多平
方米扩大到 2000多平方米。他还增加了一
条拉缸盐海参生产线，改人工作业为自动
化流水线操作。“通过引进的海参自动清
洗机，将处理好内脏的海参传输到清洗
池，洗净后送至汽锅中蒸煮。”张明照说，
原有的小铁锅一次只能煮 100公斤左右的
海参，换成汽锅后，一次可以煮 500 公斤。
辛勤的付出终换来回报，当年加工厂给张
明照带来了 60万元的纯利润。

霞浦海参养殖业发展迅速，但海参加
工却处于以拉缸盐为主的粗加工阶段，产
品附加值偏低。“其实霞浦的海参精深加
工企业并不多，霞浦海参要发展，一定要
进行精深加工。因此，我们企业一直在寻
求突破。”张明照说。

于是，张明照成立了“御蓝记”品牌，
开始尝试新的加工工艺，干海参和水发即
食海参。张明照介绍，水发即食海参制作
复杂，由拉缸盐海参经过 2 天脱盐、1 个
多小时蒸煮、2 至 3 天反复泡发，最后速

冻 2 个小时才能制成。而干海参不仅工艺
复杂，吃法也麻烦。反复蒸煮、修整条形、
烘干，共需耗时 10天。至于吃的话，则要泡
发 3天，蒸煮后再泡发 3天，方能食用。

“这样经过反复加工，海参的营养成
分还能保留多少呢？”尝试过程中，张明照
时常感到困惑，“最关键的是，目前各种海
参加工工艺都必须采用冷链运输。”是否
有一种办法，在提升海参附加值的同时，
既能实现保留营养、方便食用、便捷携带
的目标，又能摆脱冷链运输的限制。张明
照认真思考着。

跨界合作结出科研之果

有过从医经验的张明照，忽然冒出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将医药技术应用于海参
加工。说干就干。2017 年 2 月，张明照找到
福建上普药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业从
事生物制药的高新科技企业。

得知张明照的想法后，该公司给出了
解决方案，通过低温细胞破壁、低温风干
技术，以高浓缩压片的方式制成海参片。

“以目前技术来说实施有难度，海参肉质
厚，细胞破壁不易，提纯困难。加上Q 弹的
特性，也给压片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张明
照说，第一次实验的时候，提取海参 90%的
纯度进行压片，上一秒刚成型，下
一秒就散开了。“即使压片机压
力调到最大，压片还是松散不
成型。”

第二次、第三次，将海
参纯度下调到 80%、70%，
结果仍然一样。直至纯度
降到 50%，压片终于
成 型 。但
是 ，实
验 结

果与张明照的设想相差甚远。接下来，实
验的主攻目标就是提升压片中的海参纯
度。“做一次实验要 1 个多月，3 年，30 多次
实验，共耗费了 200 多万元。”张明照感慨
道，实验过程中，还损坏了一台细胞破壁
机和价值 50万元的压片机。

不一般的跨界合作成就了霞浦海参
的发展。经过配方、技术的不断调整，今年
1 月，实验喜获成功。海参片纯度维持在
70%左右，取得技术性突破，成为全国首个
使用压片工艺的海参精加工产品。这也是
低温破壁技术在海参加工中的首次应用。

海参产业是霞浦县主要支柱产业之
一。近年来，该县积极引导水产品加工企
业加快转型升级，实行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生产，推动海参加工企业做大做强。
2016 年 7 月，霞浦成功认证“霞浦海参”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

“目前，霞浦海参加工以拉缸盐海参
和即食海参为主，为了确保和支持‘霞浦
海参’地标的规范、使用，让企业和广大农
民从品牌建设中受益，县农副产品产业协
会慎重考虑，决定第一轮授权以精深加工
产品为主。”霞浦县农副产品产业协会相
关负责人杨家富介绍，经过考察，“御蓝
记”海参片有着严格质量控制和管理水
平，符合授权条件。

今年 1月，“御蓝记”海参片获得“霞浦
海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第一家授权。

数月后，第一批 5000多瓶海参片进入
市场。

霞浦县海参协会会长阮克理说，
海参片的研发真正实现了海参即食

的要求，让霞浦海参摆脱各种桎梏，为
更多人接受。“我们将以海参片为契机，

继续做大做强精深加工，走出一条高质
量发展新路。”

本报讯（记者 林蔚） 近日，福建师范大学
“蛹虫草与健康”学术座谈会在福州举行。会上，
福建师范大学工业微生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首席科学家吴松刚团队通报了经过八年研发在
蛹虫草产业化领域取得的新成果。

蛹虫草，又叫北冬虫夏草，在医疗保健领域
有着重要价值。与会学者、医师从不同角度探讨
如何结合中医理论进行深度研发，在已有基础
上进一步推动蛹虫草产业化，扩大新技术应用
范围。

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杜建等来自省内外医
学、生物界的专家共 50 多人参加座谈。本次学
术座谈会由福建师范大学工业微生物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联合福建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福州
博医汇中医门诊有限公司及厦门元尊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专家学者共同研讨
推进蛹虫草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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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李 阳 在
研发花舞茶新品。

右图：花 舞 茶
的冲泡过程给人视
觉享受。

吃海参，一直是件麻烦的事。淡干海参从清洗、水煮到浸泡，需要花费数天的时间才能吃上。
随着海参加工工艺的进步，一些能满足懒人需求的即食海参陆续问世，虽借助高压真空技术，但

其保存期却不长。
《助创》记者了解到，解决海参即食的难题，霞浦取得了突破。今年6月，全国首个采用压片工艺的

海参产品——海参片面市。其或将提高海参附加值，引领霞浦海参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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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深加工成为霞浦海参精深加工成为霞浦海参
产业发展的重要武器产业发展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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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照与海参结
下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