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一版冤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提升

至 47.4%袁 射阳港物流园创成省级示范物流

园袁野泊心窑黄沙港冶成为黄海湿地旅游野打卡
地冶袁鹤乡菊海尧桑乐田园等特色农旅园区初

具规模袁日月岛康养旅游度假区获评全国森

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袁获评野中国最美生
态文化旅游名县冶野中国最美休闲度假胜地冶遥

关键词院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尧创新活力加

速迸发

揖纵深阅读铱院深化改革尧扩大开放袁增强

加快发展的动力活力遥 近年来袁我县坚持用

好改革关键一招袁 聚焦痛点堵点袁野放管服冶
改革不断提速袁推出了一批具有射阳特色的

创新举措袁全省首创野人社通冶专窗袁率先实

现野跨省通办冶尧推行野四即冶改革袁市民中心获
评全省最佳政务大厅遥 高质量完成全省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任务袁实现全国首笔

农村土地流转合同野云签约冶袁获评全国农业

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遥
开放促进发展袁合作实现共赢遥 我县场

地合作共建取得新进展遥 立体式交通体系加

速升级袁通用机场建成开放袁盐青铁路开通运

营袁盐射高速开工建设袁射阳港 3.5万吨级航

道建成通航袁获批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和公用

型保税仓库遥 射阳经济开发区省级园区排名

前进 15位袁射阳港经济区晋升省级经济开发

区袁射阳高新科技创业园获批国家火炬特色
产业基地袁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园获评全国纺

织行业高质量发展园区遥 五年累计注册外资
实际到账 3.5亿美元尧 外贸进出口总额 26.3
亿美元袁分别是野十二五冶末的 2.6倍尧2.2倍遥
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袁 成功引进南京银

行尧华夏银行袁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 4家尧省

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 24家袁创成省金融生
态达标县遥

创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遥
五年来袁 我县全社会研发经费占 GDP比重

由 1.43%提升至 2.4%袁 建成南京大学射阳高
新研究院尧纺织科创园等产业孵化载体袁引进

西门子风电产业研究院尧保利泰克防雷测试
中心等重大科创平台袁国家高企从 20家增加

到 131家袁 规上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达 80%
以上遥

关键词院功能配套逐步完善尧城乡面貌日

新月异

揖纵深解读铱院五年来袁我县坚持协调发展
理念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袁持续提升城乡
品质袁加速城乡高质量发展袁让城市更加有内

涵尧有气质尧有魅力遥完成县城总体规划修编袁
县城发展布局更加优化袁现代教育尧康养尧文

化等城市功能组团全面推进袁 千鹤湖市民公
园尧安徒生童话乐园尧吾悦广场尧全民健身中

心等城市新地标建成开放袁 新建开放大道等

城市道路 30多条袁改造老旧小区 16个袁完成
棚户区改造 7333户袁 县城黑臭水体基本消

除袁一批智慧农贸市场尧市民阅读空间尧城市

口袋公园投入使用袁居民生活更加舒适便利遥
让乡村更加美丽宜居袁 我县在全市率先

推进农村康居工程建设袁野四类对象冶 住房改

造全部完成袁 新建新型农村示范社区 74个袁
累计改善农房 3.5万户袁建成特庸王村尧洋马

贺东尧 海河旭日等一批省级特色田园乡村遥
新改建农村公路 1000公里尧 桥梁 600座袁建
成旅游公路 120公里袁创成野四好农村公路冶
省级示范县遥

让生态环境更加优美怡人袁 我县大气环

境质量指标保持全省前列袁 地表水国考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 100%袁 获批全国首笔 30亿元

生态储备林项目贷款袁 造林绿化工作连续四

年全市第一袁林木覆盖率全省第二袁创成省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县遥
关键词院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尧人民生活显

著改善

揖纵深阅读铱院改善民生尧造福人民是我们

不变的初心遥
民之所望袁施政所向遥 五年来袁我县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 持续加大民生投
入尧强化民生保障尧办好民生实事袁每年民生

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0%以上袁 累计办
成 114件民生实事项目遥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袁野两不愁三保障冶 全面实现袁10个省定

经济薄弱村全部摘帽袁41812 名低收入人口
全部脱贫袁野一全员四托底冶做法在全省推广遥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以内袁城乡居民养
老尧 医疗保险参保实现全覆盖遥 征地保障不

见面审批系统在全省推广遥 新建中小学及公
办幼儿园 29所袁完成薄弱学校改造项目 151
个袁实施教育四项惠民工程袁创成省平安校园
建设示范县和省社区教育示范区袁 中高考成

绩屡创新高尧领跑全市袁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水
平提升工作经验在全省推广遥 县镇村三级医
疗机构全面提档升级袁 全省一流的妇幼保健

院和养老服务中心投入运营袁 创成国家卫生

县城遥实施盐城新水源地射阳段引水工程袁实
现城乡供水一体化遥 成功打赢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袁累计接种疫苗 81.6万剂次遥 军地共

建全省首个万亩双拥林袁 荣获省双拥模范县

称号遥
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

升遥近年来袁我县精心打造野有爱小城冶城市名

片袁7人获评野中国好人冶尧16人获评野江苏好

人冶袁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提名城市袁深入
推进平安法治建设袁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

纵深推进袁全市率先搭建野有事好商量冶协商

议事平台袁野无访无诉镇村冶 创建和网格化社

会治理做法在省市推广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圆满收官袁获评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尧法治

创建工作先进县遥
关键词院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尧党风政风不

断向好

揖纵深阅读铱院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袁是观
察党群干群关系尧人心向背的晴雨表遥党的作

风正袁 人民的心气顺袁 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

苦遥实践证明袁只要真管真严尧敢管敢严袁党风

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遥
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尧 夺取新征程

的伟大胜利袁要求我们不忘本来尧创造未来袁
要求我们牢记初心尧肩负使命遥我县扎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袁 精心组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系列活动袁推进野两学一做冶学习

教育尧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袁广大党员干部野四个意识冶更加牢固尧

野四个自信冶更加坚定尧野两个维护冶更加坚决遥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袁 健全县委常

委会常态化学习制度袁 创新实践党委中心组
学习野四巡三考冶工作袁入选全国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遥 整县推进党群服务中
心百村达标尧百村提档野双百工程冶袁创新开展

野党建+村企结对冶野党建+集体增收冶 等主题

党日活动袁 高质量完成农村发展党员违规违
纪问题排查整顿试点工作袁 获评全省党员教

育制片重点县遥顺利完成镇党委尧村野两委冶换
届工作袁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遥

用作风建设凝聚强大正能量袁 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遥五年来袁我县持续开展

野作风建设年冶系列活动袁一体推进野正风肃纪
镇村行冶野正风肃纪看机关冶专项行动袁从严纠

治野四风冶突出问题袁集中整治野三装冶不良现
象尧野三心二意冶不良风气袁大力弘扬野五不比
五比冶工作导向袁实现县委巡察全覆盖袁全市

率先出台政商交往 野六不准冶野六可以冶野六应

当冶规定袁村级小微权力野清单+平台冶模式在
全市推广袁提升党员干部执行力野五治五强冶
做法被中纪委点赞遥

五年蝶变展芳华 砥砺奋进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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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富泰沅食品厂是下岗职工姜

宁芳独资创办的食品小作坊袁工厂面积

500多平方米袁建有一生一熟两个小型
冷库袁配料间尧操作间尧油炸间尧包装间

一应俱全袁并拥有 5台生产机械遥 工厂

各类证照齐全袁车间各自独立袁生熟分

开遥 走入厂区袁空气清新袁清洁卫生袁美
观典雅袁小巧精致袁颇具渔港特色遥

富泰沅食品厂生产海洋鱼蟹类三
样传统食品院鱼圆尧蟹豆腐尧油炸凤尾
鱼袁被称为野海三鲜冶袁在渔港小镇黄沙

港独树一帜袁成为县内外重点餐饮酒店

的定点供货商遥

鱼圆

野鱼圆冶又称野鱼丸冶袁是姜宁芳家
的祖传技艺遥 姜宁芳的婆家姓崇袁在崇

家有一条祖传的规矩院野水汆鱼圆冶秘

技野传媳不传女冶遥
崇家的野水汆鱼圆冶源远流长遥 洪

武初年袁大量苏州移民被野赶散冶袁崇姓

祖先随移民在黄海滩涂落脚遥 滩涂上
荒无人烟袁 人们只能靠下海捕鱼和滩
头小取维持生计袁 鱼虾成了人们一日

三餐的主食遥 崇姓的祖母年迈袁满口无
牙袁鱼刺难以剔除遥 为防止祖母被鱼刺

卡了喉咙袁孝顺的孙媳便取下鱼肉袁錾成肉泥袁搅拌
后袁用手挤捏成一团一团袁放入热水中汆制定型袁成

了一个个晶莹剔透的野鱼圆冶遥 谁知袁这样做出来的

鱼圆袁保持了海鱼的鲜美风味袁口感独特袁不但适应

老年人食用袁年轻人也喜欢这种吃法遥于是袁小渔村

里制作野鱼圆冶便传开了遥 人们把这野鱼圆冶叫做野崇

家鱼圆冶袁也有人叫野孝心鱼圆冶遥经过数代传人的传

承和改进袁野崇家鱼圆冶形成独门绝技遥 大概也是因
为孙媳孝敬婆奶的典故袁所以崇家便定下野秘技传

媳不传女冶这一规矩袁防止秘技落入外姓人手中遥
现年 57岁的姜宁芳袁20岁时嫁入崇门袁便尝到

了祖母崇孙氏做出的美味鱼圆遥姜宁芳的婆母王瑞

芬从崇孙氏手中学到了这一绝技袁并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了姜宁芳遥 姜宁芳究竟是多少代传人已说不
清袁但野崇家鱼圆冶的精髓延续不断遥 心灵手巧的姜

宁芳在祖传秘技上又进行了改进袁由野水汆冶改为

野油汆冶袁口味更美袁口感也更加丰富饱满袁更满足现

代人的味蕾遥 姜宁芳专门从事马鲛鱼尧鮸鱼等鱼圆

的制作生产袁坚持传统工艺流程制作袁制定了十多
项操作规程和制度袁实行规范化生产袁并摸索出了

一套机械去刺尧打浆时间尧油温火候尧鱼肉成型等技

巧袁不掺任何添加剂袁不但口味上乘袁而且塑型美

观遥
鱼圆质量的关键在食材遥 每到渔船收港时候袁

姜宁芳都亲自到码头挑选新鲜的鱼货袁常常通宵达

旦遥数九寒冬袁大雪漫天袁码头的海风刮得人站不住
脚袁但她对新鲜鱼货的挑选从不敷衍遥因而袁盐城富

泰沅生产的鱼圆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袁市内外的大型

餐饮酒店都慕名前来定购遥
马鲛鱼尧鮸鱼胆固醇含量低袁富含提高人脑智力

的 DHA元素和大量蛋白质尧氨基酸以及钙尧铁尧钠等

微量元素袁还具有提神和防衰老等食疗功效遥鱼圆是
老少皆宜的美食袁是盐阜地区的野知名小吃冶遥

蟹豆腐

射阳县濒临黄海袁拥有黄沙港国家级渔港袁野渔
港小镇冶闻名遐迩袁和小镇一起蜚声省内外的还有
黄沙港特产 野蟹豆腐冶遥 盐城富泰沅食品厂生产的

野蟹豆腐冶堪称其中之翘楚遥
射阳湿地已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袁湿地特

产小黄蟹渊学名野蟛蜞冶冤恣意横行遥 射阳有句俗语院
野上有芦花点头袁下有小蟹砌楼遥 冶可见小黄蟹之多遥
而把小黄蟹制作成野蟹豆腐冶袁这不仅是射阳人的聪

明和智慧袁还饱含着传统的爱心和精神遥
野靠海吃海冶袁射阳人的祖先对海鲜有着经典的

吃法袁吃小黄蟹也不例外袁盐炝尧酒糟尧油炸等袁最奢
侈的吃法就是野蟹豆腐冶遥 相传袁野洪武赶散冶定居黄

海滩涂的先民袁便以食鱼啖蟹为生遥 自古湿地上就

野小蟹砌楼冶袁 先民们不缺食材要要要只要人吃苦袁就

能饱口福遥 野蟹豆腐冶是野穷人的智慧冶袁野穷人的吃

法冶袁更是野高级奢侈冶的吃法袁是黄沙港人的祖传特

色菜遥 而让野蟹豆腐冶扬名四海的却与新四军抗日的
故事有关遥

1945年秋袁新四军华野卫生部科长杜雪峰率领

五六十个医务人员来到射阳县黄云庄设立后方医

院遥 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袁大力支持协助卫生部办
好军方医院遥 从前线送来的伤员先后几百人袁医院
无法安排袁地方党组织就将手术脱险的伤员分放到

群众家里袁组织群众护理遥 老百姓为让伤员早日康

复袁倾其所有袁保障供给遥 但那时百姓生活也十分艰
苦袁大多人家靠树皮尧草根尧野菜度日袁更别说营养

补给了遥 老百姓便想到了漫滩遍涂的小黄蟹袁大家

提着马灯袁背着篾篮袁到海边滩涂捉小蟹遥 捉回小蟹

后袁清洗干净袁倒入缸中袁用木杵捣烂袁再用纱布过
浆袁滤掉渣滓遥 将蟹浆放入锅中熬煮袁凝结成块袁便

成了鲜美无比的野蟹豆腐冶遥 老百姓将蟹豆腐作为伤

员的营养补品袁每天正常供应遥 伤员们很快养好了
伤袁而且个个身强力壮袁重返战场遥 野蟹豆腐冶从此被

当地人称为野拥军菜冶遥 姜宁芳是南通人袁14岁时父

母就双双离世袁 她带着年幼的弟弟到射阳谋生袁结

婚后袁常听老人们讲新四军与野蟹豆腐冶的故事袁尤

其婆家崇姓曾参加当年捉小蟹救治伤员袁 她更对

野蟹豆腐冶情有独钟遥 盐城富泰沅食品厂成立后袁她

便开始了对野蟹豆腐冶的开发研究袁并取得了成效遥
富泰沅蟹豆腐以汤汁鲜美尧色彩丰富尧成型美观在
黄沙港自成一家遥

叶本草经集注曳认为袁蟛蜞具有清热解毒尧除湿

止痒的功效和作用袁对痈肿疮毒尧湿癣瘙痒有良好
疗效遥 盐城富泰沅制作蟹豆腐十分讲究传统工艺遥
姜宁芳在黄沙港通往滩涂的主要出入口设立小黄

蟹收购点袁收购刚从湿地捉回来的小黄蟹袁并有专

人负责分拣袁将死蟹全部剔除袁洗干涮净袁去壳剥
脐袁保证小蟹只只生猛新鲜遥 经过机械捶捣袁精细挤

压冲滤袁然后烧煮遥 流质似的黄蟹肉浆袁随即凝结成

豆腐式的结晶袁再划切成方块袁包装外运遥
真空包装的野蟹豆腐冶袁既有成块的野豆腐冶袁亦

有鲜美的汤汁袁开封后煮沸袁撒上些许碧绿的韭菜

叶或葱花袁一道色尧香尧味尧形尧意俱佳的野蟹豆腐冶便

做成了遥 上世纪末袁离休老干部杜雪峰来到黄沙港

故地重游袁专门品尝了姜宁芳制作的野蟹豆腐冶袁赞

不绝口袁感慨万千遥
姜宁芳生产的真空包装野蟹豆腐冶袁不仅有足量

的野豆腐块冶袁还配制适量的蟹汤遥 她说袁没有这碗原
汁原味的汤袁就失去了蟹豆腐的纯真和本色遥 这是

富泰沅的一绝遥 蟹豆腐已被射阳县确定为野非物质

文化遗产冶遥

油炸凤尾鱼

说起野凤尾鱼冶袁你一定莫名惊诧院黄海野凤尾
鱼冶就是野长江刀鱼冶的前身遥 凤尾鱼学名叫野凤鲚冶袁
海边人有一种说法袁叫野黄海凤尾长江刀袁三个嘴巴
也不撂冶袁足见其催人味蕾遥 每年的 4月下旬至 7月
上旬袁黄海凤尾鱼成群结队游向长江口袁在咸淡水

交汇处产卵袁这就是引得饕餮食客趋之若鹜的野长
江刀鱼冶遥 叶万历崇明县志窑物产曳中袁就已有了野鲚冶
的记载袁说明 400多年前崇明人就好吃刀鱼了曰叶民
国崇明县志窑物产曳院野今民俗呼有子者为仔鱼袁无子

者为鲚冶遥 清末民初袁 崇明人把产卵的雌鱼俗称为

野仔鱼冶袁不产卵的雄鱼俗称为野鲚鱼冶遥
相传南宋爱国名臣尧诗人王十朋袁曾在江心孤

屿读书遥 因他勤奋好学袁感动了东海龙王袁特地送来

许多叫野子鲚冶的鱼给他吃袁后来功成名就中了状
元袁故有野江心寺后凤尾鱼冶之说遥 另外袁还有一则故
事在民间流传院鳌鱼曾在海里兴风作浪袁引发地震

和海啸袁观音菩萨将其收服袁踩在脚下袁让它永世不

得翻身遥 鳌鱼的妹妹凤尾鱼看到哥哥处境袁其家族
将面临断子绝孙袁 就飞上天庭向玉皇大帝诉求袁玉
帝同情她将其变成无翅有尾的小鱼遥 观音菩萨又赐

予她产子特别多的功能袁 于是凤尾鱼变成了子鲚

鱼遥
如今袁野长江刀鱼冶 一斤可卖数千元甚至上万

元袁而野黄海凤尾鱼冶价格仅为长江刀鱼的百分之

一遥 殊不知袁野江刀冶即野凤尾冶袁仅取鱼地点不同而

已遥 现今长江禁捕袁野江刀冶一鱼难求袁而野凤尾鱼冶却
可在餐桌大行其道遥

凤尾鱼的尾部有点像传说中凤凰的尾巴袁眼睛

透亮袁嘴粉红袁刺多极鲜遥 现在凤尾鱼的名气并不
大袁价格也属平常袁但在明朝时袁它的名气可比刀鱼

大袁是贡品袁凡体大籽多的凤尾鱼都要献给皇上遥

野凤尾鱼冶射阳人叫野烤察子冶袁又叫野小烤鱼冶遥
黄沙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袁黑尧吉尧辽尧浙尧闽尧苏等

地渔船在此收港泊锚袁销售海产品袁凤尾鱼也成了

黄沙港独一无二的资源遥 姜宁芳独制的野油炸凤尾

鱼冶袁堪称独门绝技遥 其油炸凤尾鱼袁色泽金黄袁质地

酥脆袁香气浓郁遥 姜宁芳非常注重原料的选择尧火候
的把握和贮藏的温度遥 她的五步制作法精密细致院
去头袁拉出鱼腮及内脏进行清洗袁力求鱼体完整曰沥

干水分袁油锅内炸至金黄酥脆曰沥油袁浸于调味液曰
冷却袁真空包装曰进入零下 18益以下冷库贮存遥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袁凤尾鱼含有蛋白质尧脂肪尧
碳水化合物尧钙尧磷尧铁及微量元素锌尧硒等遥 不仅有

利于儿童智力发育袁而且能促进人血中抗感染淋巴
细胞的增加袁可以补气虚尧健脾胃尧活血遥 富泰沅油

炸凤尾鱼在市场上已经供不应求遥
富泰沅食品小作坊袁继承传统袁开拓创新袁主打

野三鲜冶袁自成一家遥 有诗赞曰院
海味奇珍富泰沅袁
独家秘技世代传袁
鱼圆凤尾蟹豆腐袁
驰名江淮野海三鲜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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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县祥龙豆腐坊位于射阳县

合德镇工业集中区内袁于 2008 年 9
月 23 日正式成立袁 2018 年 1 月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取得了 野鹤
乡御豆冶尧野品上御豆冶商标的注册使

用权袁2019 年 10 月取得食品小作

坊登记证 遥 目前生产车间面积

2000m2尧员工 12 人尧2020 年度产值

达 200多万元遥 2021年 2月投资近

600 万元用于厂房扩建尧 生产设备

技术改造扩大产能遥主要产品院豆制
品渊豆腐尧百叶尧茶干等冤袁其主要以

精选东北优质大豆为主要原料袁以
传统工艺尧先进设备加工而成的野鹤

乡御豆冶尧野品上御豆冶豆制品袁真正
做到野豆腐嫩滑尧百叶筋道尧香干味
美冶遥

射阳有句地方俗话 :野鱼生火袁
肉生痰袁青菜豆腐保平安遥 冶豆

腐袁是老少咸宜尧贫富皆食的佳

肴遥
中国人制作豆腐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遥 相传袁西汉
初年袁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刘安袁

16 岁时承袭父亲封号为淮南
王遥刘安欲求长生不老之术袁拜

野八公冶为师袁在山中苦心炼丹
修身遥淮南一带盛产大豆袁山民
将豆浆作为饮料袁 刘安每天早

晨也爱喝上一碗遥一天袁刘安端

着一碗豆浆袁 在炉旁看炼丹出
神袁手一撒袁豆浆泼到了炉旁供
炼丹的一小块石膏上遥不多时袁
那块石膏不见了袁 液体的豆浆

变成了一摊白生生尧 嫩嘟嘟的
东西遥尝一尝鲜嫩细腻尧美味无

比遥 这就是后来的野豆腐冶遥
其实袁射阳的野合德豆腐冶

早就声名远播遥 在县城大小菜

场都有数个豆腐摊袁就连苏州尧
无锡尧 上海等大中城市的菜市

场上袁也以购买野合德豆腐冶为

时尚遥合德豆腐讲究传统制作袁
色白尧味香尧筋道袁素有野十里豆

香引路人冶之誉遥而在合德星罗

棋布的豆制品作坊中袁 规模大而名
声响的当数野祥龙豆制品厂冶遥

刚过天命之年的祥龙豆制品厂

负责人赵祥春袁15岁时就迷恋上了

做豆腐遥 赵祥春的舅父高德元承继

祖业袁野高家豆腐作坊冶远近闻名袁每

天两作豆腐不消两个时辰袁 便放下

了门前高挂半空的野豆腐幌冶遥 高家
的豆腐尧卜页尧茶干袁闻起来清香扑

鼻袁吃起来满口滑爽袁是十里八乡百

姓餐桌上的首选遥年幼时袁赵祥春每

到舅父家袁 就一头钻进作坊不肯离

开遥高德元见外甥如此痴迷做豆腐袁
便把高家祖传的工艺秘笈口对口尧
手把手地传授给了他遥

做豆腐看似简单袁 其实做好豆
腐却大有文章遥 黄豆浸泡的时间尧过

滤纱布的粗细尧烧浆掌握的火候尧点

卤需要的分量尧压榨施用的
力度噎噎无一不与豆制品

的口感尧色彩尧质地有关遥 而

这些细节分寸的把握只能靠领悟而无

法言传遥天资聪颖的赵祥春潜心学习袁
仔细琢磨袁把高姓传统的豆腐尧卜页尧
茶干制作技艺袁掌握得炉火纯青遥

19岁时袁 赵祥春便在老家通洋

港自立炉灶袁开始了豆制品生产遥不

鸣则已袁一鸣惊人袁他制作的豆腐尧
卜页尧茶干成为左邻右舍的抢手货遥
20岁时袁赵祥春在县城北侧的三角
镇租借民房开起了 野祥龙豆腐坊冶袁
豆制品不仅在县城供不应求袁 就连
盐城尧滨海尧阜宁等周边县市菜场摊

主也慕名前来订货遥
2018年袁 赵祥春投入 500万元

买下了合德工业园区一家近 900平
方米的厂房袁建起了 2座冷库袁购置
了十余台机械设备袁 开始了规模化

生产遥近四十年来袁他始终坚守传统
制作方式袁关键环节依旧遵从

古法袁铁锅烧浆尧盐卤结晶袁由

始至终用清澈甘冽的射阳河
水制作袁二十多道工序循序渐

进袁从不越矩遥 保证了豆制品
的特有风味遥 用赵祥春的话

说袁做豆腐袁更是做人品尧做良
心遥 纵使时光流逝袁祥龙豆制

品的口味从未改变遥
豆腐袁是射阳人春节的吉

祥物遥 俗话说院野腊月二十五袁
家家磨豆腐遥 冶野腐冶是福尧富的

谐音遥 春节期间袁射阳把野豆
腐冶叫作野陡富冶袁这是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遥豆腐

可以强身治病袁明叶草木纲目

拾遗曳云:野豆腐可清咽尧动腻尧
解盐卤毒遥 冶并指出袁野豆腐煮

粥食袁可补虚亏冶遥 清叶随息居

饮谱曳 亦云 :野豆腐可清肺补
胃尧润燥化痰遥 冶现代研究表

明袁 豆腐营养丰富袁 含有铁尧
钙尧磷尧镁等人体必需的多种

微量元素袁还含有糖类尧植物

油和丰富的优质蛋白袁 素有

野植物肉冶之美称遥从中医的角

度讲袁适量吃些豆腐袁不但可

以增强新陈代谢的速度袁 而且可以
补充丰富的优质蛋白袁 增强身体的

免疫力遥
做豆腐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劳

作袁自古就有野世上只有三样苦袁撑

船打铁磨豆腐冶的说法遥为保证每天

凌晨豆制品的供给袁 赵祥春一家人

忙到深更半夜已成为常态袁 但他们
乐在其中袁从未想到过放弃遥赵祥春

的儿子赵福平已成为作坊的实际

野掌门人冶袁 他一边向父亲学习豆制

品的传统技艺袁 一边根据现代人的

口感爱好和服务模式进行创新遥 小

赵表示袁 要把父亲这门手艺继承下

来袁传递下去袁让这份乡味乡愁代代

相继袁赓续传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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