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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行千里 “蟹”逅首鲜

早报记者凌晨夜探岛城最大海鲜批发市场 每天 30 多万斤南方梭子蟹抵青
/ 人物 /

“夫妻档”
卖蟹忙
距离黄渤海开
海还有 20 多天，岛
城市场“抢鲜”
与南
方 迎 来 一 场“ 蟹 ”
逅。8 月 1 日起，
随着连云港、舟山
等南方梭子蟹丰收
开捕，大量鲜美的
梭 子 蟹“ 横 ”行 千
里，乘坐“专车”凌
晨进青，悄然爬上
了市民餐桌，可谓
青岛休渔期中的
“第一鲜”。4 日凌
晨，早报记者夜探
青岛最大的海鲜批
发市场——城阳水
产品批发市场，直
击南方梭子蟹进青
后走向市场的过
程。据市场业内人
士分析，由于市场
需求量大，南方梭
子蟹每天进入青岛
的数量已经达到了
30 万斤以上，蟹子
价格与往年基本持
平，随着数量增多
价格还会下降。

南方梭子蟹进入青岛市场。

高盼说今年的蟹子很肥。

按筐
“抢”
蟹 全凭经验
每年进入 8 月后，岛城的各大海鲜
批发市场在凌晨都会上演一场场“抢”
蟹
大战。4 日凌晨，记者来到位于黑龙江
北路上的城阳水产品批发市场，目击了
一场壮观的“蟹”
逅场面。
批发市场内设有专门的梭子蟹交易
区，
几十辆来自江苏连云港、浙江舟山等
地牌照的海鲜冷链车排成长队，陆续进
入市场。一筐筐用细网绳捆住的梭子
蟹，
被几个壮汉从车上卸下来，
整齐地摆
放在地面上。一时间，几十名海鲜商贩
围了过来，
每人拿着一个手电筒，
仔细查
看螃蟹质量。打开网绳后，一只只鲜肥
的蟹子像脱了缰一样，张牙舞爪地撒起
欢来，商贩们便伸出一只只大手开始挑
选肥蟹。
这 10 筐给我装车；这样大小的蟹子
我要 20 筐，还有大一点的也来 8 筐……
凌晨的城阳水产品批发市场内灯火通
明，挑选和交易的嘈杂声一直持续到早
上 6 点多才慢慢消退。
“按筐批发梭子蟹和在市场上挑选
不同，透过海鲜筐的大孔，便可以观察
到最下层蟹子的大小，再打开网绳，只
需晃动几下，无需一一查看，凭借经验
就能基本判断出这一整筐蟹子的肥瘦
和鲜度了……”和梭子蟹打了 10 多年
交道的张宽方边忙活边提高了嗓门说
道，挑选蟹子需要眼疾手快，锁定目标，

一看二晃三观察。
从南方过来的梭子蟹在城阳下车
后，被各地的小商贩再次批发运往市场
零售。在市场外的黑龙江北路上，一辆
辆小货车停放在路边，各地的小商贩们
将“抢”来的新鲜蟹子赶在早晨 6 点前运
往市场，
“列队”
等着赶早市的市民挑选。

日均 30 万斤抢鲜上市
虽然青岛目前仍处在休渔期，但这
几天各大农贸市场的螃蟹多了起来 。
随着南方部分渔场的虾蟹捕捞已经解
禁，来自江苏赣榆、连云港、浙江舟山等
地的螃蟹“抢鲜”上市，填补了岛城 8 月
“无蟹”的空白期。青岛市民对螃蟹的
钟爱程度，往往打破了外地人的常规思
维。每年 8 月，南方梭子蟹都会在青岛
市场上“C”位出道，稳稳占据海鲜销售
榜榜首。
城阳水产品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介
绍，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海鲜在这里交
易，从 8 月一直到年底，都会有梭子蟹从
这里进入青岛的各大市场销售。凌晨 3
点，
记者在城阳水产批发市场看到，
一辆
冷藏车进入市场后，
一般不到一个小时，
整车的螃蟹就会分销一空。当天有 50
多辆来自南方的冷藏车进入市场，每车
能装载 6000 多斤，大约 30 多万斤螃蟹连
夜被运到青岛，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美味
佳肴。下周，
南方梭子蟹捕捞量增大，
进
青的蟹子数量最高能达到 60 万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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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兆鑫夫妻俩在挑选蟹子。

蟹量增多 价格不贵
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看，相比去年
同期，螃蟹价格略微有所下降。随着下
周进入青岛的蟹子数量增多，价格还会
下调。目前的批发价格在每斤 20 元到
35 元不等，而市场零售价格则一般在 35
元到 50 元每斤。
今年南方江浙一带的梭子蟹丰收，
近几天进入青岛的螃蟹价格也会随着捕
捞量的不断上升而有所下降。青岛兆鑫
水产老板牛兆鑫介绍，螃蟹的价格就像
股市，
每天上下波动几块钱很正常，
这是
市场的规律。批发螃蟹也算是比较专业
的行业，
虾是论头说价格，
而螃蟹并不是
看大小，而是看肥瘦论价格。比较肥的
螃蟹，即使个头小一些，价格也会高一
些。相反，
即使个头大一些的螃蟹，
也会
因不太肥而大大影响价格。
来自江苏的螃蟹供货商高先生介
绍，以近期梭子蟹的常规价格为例，
“通
货”从连云港发货时每斤在 15 元至 30 元
之间，
而进入城阳水产品批发市场后，
计
算进消耗损失成本，价格会变成每斤 20
元至 35 元。经过一番转手买卖，当青岛
的批发商购入后将梭子蟹再转手卖给农
贸市场的商贩，这时的常规价格已经超
过每斤 40 元，然后再由市场上的商贩根
据质量定价向市民出售。所以目前在岛
城的海鲜市场上，市民买到的梭子蟹基
本都在每斤 30 元至 60 元之间。

凌晨 1 点上班，早上 7 点下班，对
于 1984 年出生的城阳人牛兆鑫来说，
已经成为一种工作常态。凌晨，一辆
辆江苏、浙江等南方牌照的海鲜冷链
车陆续开进市场后，牛兆鑫和妻子高
盼便开始忙碌起来。
牛兆鑫在城阳水产品批发市场经
营一家水产公司，大家都习惯称他为
“牛哥”。今年 38 岁的牛兆鑫和妻子
做海鲜生意已经 10 多年了，对南方梭
子蟹的行情了如指掌。从 8 月开始一
直到 12 月份，每天都是昼伏夜出与螃
蟹为伴，
凌晨是牛兆鑫最忙的时候，
基
本上没有空闲。6 辆装载梭子蟹的冷
藏车，
从江苏、浙江运往青岛城阳水产
品批发市场，
一般需要 4-7 个小时。
从小跟着父亲接触海鲜，
大学毕业
后又接续做起海鲜生意。这么多年来，
他习惯了每天下午睡觉，
凌晨一点开始
忙活批发梭子蟹，而“牛哥”的妻子高
盼，
多年来一直是牛兆鑫的最佳搭档，
她的创意宣传用语，
总会引来不少客商
的目光。今年 8 月 2 日凌晨，
高盼在朋
友圈里发了一条视频，
一句“会跳舞的
螃蟹来喽！
”
一下子引来众多客户。
高盼说，下周进青的蟹子还会增
量，到时两个人就会忙得连轴转。凌
晨 5 点多，将 6 万斤梭子蟹批发完后，
牛兆鑫和高盼准备回家休息。到了晚
上简单吃点饭后，又开始张罗第二天
凌晨的螃蟹生意了，而这样忙碌的生
活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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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开海”
后可尝鲜

根据国家、
省海洋伏季休渔规定，
北纬 35 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除
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以及为捕捞
渔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伏季休
渔时间为 5 月 1 日 12 时至 9 月 1 日 12
时。根据伏季休渔规定，
定置作业（含
鳀鱼落网）休渔时间为 5 月 1 日 12 时
至 8 月 20 日 12 时。也就是说，历经 3
个多月的伏季休渔，再过 15 天，青岛
海域将迎来“小开海”，再过 25 天将全
面开海。
据介绍，
所谓定置网捕捞，
就是将
几十米长的网具固定在海里，第二天
再去收。根据规定，
捕捞作业时，
航次
和网次中有 25％的幼鱼是合法的，市
场上将出现少量的新鲜小鲅鱼、小杂
鱼。按照往年经验，
“小开海”
之后，
岛
城市场上的海鲜种类将更加丰富，渔
获种类包括八带、
虾虎、
蛎虾、
黄花鱼、
红头鱼、
舌头鱼、
青板鱼、
摆甲鱼、
白姑
鱼等。
记者了解到，会场螃蟹要等到开
海之后才能品尝到。目前即使市场有
人打着会场螃蟹的旗号也肯定是假
的。崂山区在会场湾建设的公益性海
洋牧场，目前已经完成了人工鱼礁的
投放工作，
生态环境改善后，
会场螃蟹
的品质和味道也一定会更好。另外，
青岛沿海的部分区域海蜇开始丰收，
根据休渔期总体安排，青岛海域的中
国对虾开捕时间在 8 月 20 日，再过 10
多天时间，市民就可以吃上本地的海
捕对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