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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鸡蛋真是便宜，超市卖 30
个才 9 块 9，算下来不到 3 块钱 1 斤。”家
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李阿姨说，最近总听
新闻里报道鸡蛋价格走低，前几年曾经
飙升到 6 元多 1 斤的鸡蛋，从去年 10 月
份开始身价一路下跌，甚至进入了两元
时代。

鸡蛋价格走低，可谓几家欢喜几家
愁。对于李阿姨这样的普通消费者，倒
是好事一件。这不，一大清早她就去超
市买了一兜新鲜鸡蛋，回到家不一会儿
的工夫，鸡蛋就变成了餐桌上的一道道
美食，有老伴儿喜欢的香椿鸡蛋，有小孙
女最爱的西红柿炒鸡蛋。

蛋价跌，
是下蛋鸡太多了吗？

对于最近鸡蛋价格走低，李阿姨的
儿子开玩笑说：“这下连摊煎饼都可以再
加一个鸡蛋了。”从前几年每斤 6 元多、
被戏称为“火箭蛋”，到如今每斤 3 元上
下，鸡蛋这个老百姓厨房里的当家食材
在价格上经历了一轮轮起伏。

最近这波行情，据农业部监测，4 月
份的鸡蛋价格连续7个月下降后呈现出
筑底企稳的状态，但同比仍下降23.6%。

价格下跌，消费者倒是乐见，但指望
卖鸡蛋赚钱的养殖户就多少有点闹心
了。50 多岁的陈东升是陕西咸阳市渭
城区一位蛋鸡养殖户，大约在 3 年前看
到鸡蛋行情好他便开始养鸡，目前有蛋
鸡 1000 多只。“春节后鸡蛋一路下跌又
遇上 H7N9 流感疫情，鸡蛋不好卖。养
殖场饲料、防疫、消毒、人工都是成本，眼
看着卖价低于成本价也没啥好办法。”最
近天气渐热，他还担心库房里的存蛋放
坏变质。

农产品价格周期性起落本是件正常
的事，鸡蛋也不例外。在北京市蛋品加
工销售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忠强看来，这
一轮鸡蛋价格波动主要是由供需关系
决定的，从需求面看变化不大，但由于
蛋鸡的补栏量增加，造成鸡蛋供给大
于需求。据他介绍，2014 年，饲养一
只蛋鸡的利润有五六十元，2015 年，还
能有 30 多元，2016 年，由于饲料成本
等下降，一只蛋鸡还能稳赚二三十元，
在利润的刺激下，去年 3 月份到 9 月
份 ，养 殖 户 的 补 栏 量 达 到 30% 到
50%。说白了，现在的问题就是下蛋的
鸡多了，鸡蛋卖不上价了。

据农业部监测，今年 2 月份平均每
只蛋鸡亏损2.21元，是2012年4月份以
来的最大亏损额，与上年同期盈利 1.36
元形成鲜明反差。对于后期鸡蛋价格的
走势，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唐
珂分析，今年将总体呈现较为低迷的运
行态势，也不排除阶段性震荡。他认为，
按照鸡蛋价格波动的季节性规律，春节
过后的阶段性回调一般要持续到4、5月
份，之后将迎来新一轮上涨行情，到 8、9
月份鸡蛋价格将再次回落，至年底再次
进入一个上涨期。但由于目前距离淘汰
产蛋鸡还需要 6 个月以上的时间，蛋鸡
存栏仍处于相对高位，鸡蛋消费总体比
较平稳，如果不发生重大疫情，鸡蛋仍处
于产大于需状态，即使后期有节日效应，
涨幅也不会太大。

吃鸡蛋，
真营养还是假健康？

李阿姨说，她们一家都是鸡蛋爱好
者。80 多岁的老父亲每天都要吃一个
水煮蛋，“物质匮乏年代，一年能吃上
的鸡蛋 10 个手指都数得过来，吃上一
口那叫一个香，简直比肉都好吃”。老
爷子眼中的鸡蛋不仅美味，更是营养的
代名词。“那时候家里的鸡蛋都优先给
生孩子的、生病的人吃，全靠它补身
体。”

对于鸡蛋的味道，见仁见智。对它
的营养价值，却是人们的共识。一个普
通去壳鸡蛋能为我们人体提供 70 千卡
左右的能量、7 克至 8 克左右的蛋白
质、4 至 5 克左右的脂肪以及小于 2 克
的碳水化合物。除此以外，鸡蛋的矿物
质和维生素都比较丰富，这些营养都是
人体必不可少的。值得注意的是，鸡蛋
中蛋白质的含量虽然算不上高，但是，
人体对鸡蛋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却非
常高。

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鸡蛋供给十
分充足，可李阿姨却一度不敢让老父亲
吃了。“怕鸡蛋胆固醇高，影响心脑血管
健康。”这是近年来流传甚广的对鸡蛋的
担忧。这份担忧的焦点就在于蛋黄中的
胆固醇。有检测显示，每百克蛋黄中胆
固醇含量高达1510毫克。吃一个鸡蛋，
相当于摄入200毫克左右的胆固醇。出
于对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管理的目的，很
多膳食指南都建议每天摄入的胆固醇不
超过 300 毫克，这让很多人不敢吃鸡
蛋了。

不过，现在这种说法又有了新变
化。原来，近期的研究表明，食物中的胆
固醇并没有那么可怕。人体自己就有合
成胆固醇的能力，每天合成出来的量要
远远大于通过膳食摄入的量，大部分健
康机体都能有效调节体内胆固醇的平
衡。因此，胆固醇升高更多是由于肌体
代谢出现问题，而不是食物摄入增多。
因此，《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2013版）》已经取消了对膳食胆固醇的
限制。

鸡蛋要怎么吃才更健康？《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2016版）中建议，“每天一个
蛋、蛋黄不能丢”。专家表示，成人每周
摄入鱼和畜禽肉的总量不超过 1.1 公
斤，鸡蛋不超过 7 个。应将这些食物分
散到每天各餐中，避免集中食用。最好
每餐可见到肉，每天可见到蛋，以便更好
地发挥蛋白质互补作用。

花高价，
真能买到好鸡蛋？

王亮是一家品牌鸡蛋的经销商，目
前他定点在北京的几个小区售卖鸡蛋。
他代理的鸡蛋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鸡
蛋，售价为 5 元 12 个，另一类的包装上
写着柴鸡蛋、笨鸡蛋、白凤乌鸡蛋、宝宝
蛋、野山鸡蛋等若干品种，价格为 15 元
15 个，单价是普通鸡蛋的两倍还多。问
他后者比普通鸡蛋贵在哪里，王亮说，普
通蛋鸡养在笼里，吃普通饲料，后者的蛋
鸡则采取放养方式，喂搭配好的粗粮。
他认为，这样出来的鸡蛋更有营养，当
然，对于王亮来说，卖一盒柴鸡蛋或笨鸡
蛋的利润远高于普通鸡蛋。

来自山东的刘红文在北京一家菜市

场零售鸡蛋已经十多年了。她感觉，在
今年鸡蛋价格低迷的行情下，柴鸡蛋、乌
鸡蛋等有别于普通鸡蛋的品类，销量和
价格都很稳定，“基本在 12 元到 15 元钱
一斤，根本不愁卖”。她说，一般人家都
是买回去给孩子或者产妇吃，“现在都不
差钱，为了孩子都舍得买”。

刘红文的话反映了这几年兴起的一
种消费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
姓需要从鸡蛋等食材里获得更多营养，
希望吃到更加天然、健康的食品，为此，
不惜花高价。这种需求促进了鸡蛋产品
的细分，不仅在实体市场中，现在还有不
少人通过网络电商、朋友圈等直接与养
殖户建立联系，定向购买“溜达鸡”下的

“土鸡蛋”。
李高就是这类消费者。他坦言，尽

管作出这样的消费选择，但其实他心中
也是有疑问的：一来，作为普通消费者很

难监督蛋鸡的养殖环节，养殖环境是否
真如承诺那般有待考察；二来，鸡蛋黄颜
色更深、鸡蛋口感更香等主观感受是否
真能代表鸡蛋更有营养、更健康？

对此，专家表示，现在很多市售的
高价鸡蛋更像是炒作概念，即使蛋鸡是
真正在散养环境下自由摄食草籽、小
虫、粗粮等天然食物所产出的鸡蛋，营
养价值也与普通鸡蛋基本没有差别，其
风味主要是由于“土鸡蛋”含有更高的脂
类所致。

对于消费者想购买好鸡蛋的诉求，
王忠强表示，什么是好鸡蛋我们还缺乏
一个标准，现在需要做的正是制定标准，
用生产过程的标准化，确保饲料、兽药、
疫苗等关键环节都是可控的。“过程标准
化，结果才能标准化，我们希望有一个标
准对鸡蛋作出分级，确保消费者买到真
正放心的好鸡蛋。”

说说鸡蛋这点事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雪

从去年10月份开始，鸡蛋价格一路走低，甚至进入了两元时代，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若
是你来南昌，会发现这里还有一宝——“鄱阳湖的
草，南昌人的宝”。鄱阳湖的草千千万，这里的草，特
指藜蒿。若有外地来客，主人设宴招待，只要正当时
令，点一道藜蒿炒腊肉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藜蒿之名，听来生僻。但如果说起它的另一个
名字，应是如雷贯耳。据考证，苏轼诗中“蒌蒿满地芦
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中的“蒌蒿”，说的正是此物。

今时江西吃藜蒿，一般不吃叶，只取其脆嫩的
茎秆，掐成一两寸的长短。用刀来切？那是门外汉
的做法。因为只有用手一根一根地掐，才能分辨出
老嫩，获得更好的口感。

藜蒿也很少用来凉拌生食。最经典的搭配，就
是腊肉。每年春节稍后，藜蒿大量上市的时节，各家
各户冬天晾晒的新鲜腊肉，正好出场。腊肉用温水
浸泡后切成薄片，也可以蒸熟后再切，下锅煸成微微
透明后，倒入藜蒿，香味瞬间迸发出来，大火翻炒至
断生变色，即可起锅。大概七八两藜蒿，就能炒出一
盘了。当藜蒿的清香碰上腊肉的醇厚，衍化出一种
独特的口感，令人口齿留香。这是清炒。咸香辣的
江西菜怎少得了辣椒？爱吃辣的还会加入干辣椒朝
天椒同炒，白瓷盘上，藜蒿翠绿、腊肉微黄、辣椒火
红，爽脆鲜辣，更具风味。

南昌人吃菜，不光爱吃山珍河鲜，也图个天然野
趣，除了藜蒿，红薯藤、南瓜花都可入菜做汤，三月初
三得吃荠菜，柚子皮、西瓜皮、豆腐渣，简单炒制后，
也是极好的佐粥下酒美食。但独独藜蒿炒腊肉这道
菜，地位独特，广受欢迎。

喜爱到什么程度呢？南昌人甚至专门有一首名
叫《藜蒿炒腊肉》的歌曲，作为十几年前一部名叫《松
柏巷里万家人》的赣语情景喜剧主题曲。每天家长
里短的故事结束后，这歌便在大街小巷里唱起来：

“呷稀哩哟候死人奈，鄱阳湖里咯几根子草，南昌人
饭桌上变成了宝，喷喷香咯，日子红火火咯过哟，活
得有滋又有味，赛过了藜蒿炒腊肉，啊炒腊肉，千家
万户乐陶陶。”翻译一下，“呷稀哩哟候死人奈”的意
思是，“吃什么呢？馋死人了”，想来这位其实是明知
故问——藜蒿的香味辨识度极高，是掩不住的。

藜蒿的味道，颇浓郁，又带着淡淡的药香味，非
本地人初次尝试往往不习惯。记得读大学时，学校
西门外开了一家赣菜馆。我兴冲冲地领着好朋友前
往，朋友尝了两下便搁下筷子，倒便宜了我独占美
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概南昌人之爱藜蒿，与北
京人爱吃香椿芽、贵州人喜食折耳根相似吧，说不清
缘由，就是喜欢那个味道。

算起来，如果把我 30 多岁的人生长度对折，今
年恰好是那个中点，一半是南昌，一半是北京。离家
日久，家乡味更是难得。每年也只能过年时能尝到
自家做的这道菜。可惜最近几年过年没回老家，连
这一点也没有了。也曾在北京的菜场超市寻觅数
次，均不可得。倒是有一年老家的公公来京过年，特
意带来自家做的腊肉和几斤藜蒿，让我们美美地过
了个瘾。

实在想吃怎么办呢？退而求其次，只好下饭馆，
或者上淘宝网购吧。

藜蒿，鄱阳湖的草
徐 行

南昌人吃菜喜欢图个野趣，当藜蒿的清香碰上
腊肉的醇厚，衍化出一种独特的口感，令人口齿留
香，久久难忘。 徐 行摄

生活中的美好，多少离不开一个
“吃”字。

“您吃了吗？”这似乎愈来愈陌生的
问候语，既是过去熟人之间见面时的礼
貌，也是几千年来活着就是为了“搞饭吃”
的真情吐露。尽管现在我们已渐离“生而
为饭”的艰辛，但“您吃了吗”从大众生活
中普遍退隐，满打满算，也就30年。

是以，无论现在的条件已经多么优
于过去，民以食为天，“吃”依然是我们最
基础的需求，也是满足生存之后所追求
的另一重境界。譬如一枚鸡蛋的价值，
当普遍的温饱还没能化解的时候，一枚
鸡蛋在很多人眼里犹如一颗金蛋，对坐
月子、对病人，弥足珍贵，有了就是快乐；
但当鸡蛋成为“菜篮子”里的寻常物之
后，多数人关心的便不再是“有没有”，而
代之以“安全吗”“营养吗”，当然，也还有
价格的高低。

这其实是生活本来的逻辑。我们从
“吃”开始，满足了“吃”的基本欲望，继而

把目光转向“吃”的背后，对“吃”提出了
更多、更苛刻的要求。

于是，“吃”不仅成为百姓生活的话
题，也成为各级政府监管部门的话题。地
上产的、水里养的、圈里喂的，以“菜篮子
工程”统揽，农产品链条从地头延伸到百
姓身边，在逐渐从温饱状态走向全面小
康的中国社会，如此引人注目地走进每
个人的生活。这些年，但凡哪里出现食品
安全事件，即便是谣传，那里的监管部门
也会忙得一塌糊涂，夙夜戒备，唯恐闪失
之中引发连环波动，造成跟风效应。

这并非坏事。至少，表明“舌尖上的
安全”在丰衣足食的生活中更为重要，也
表明相关部门在“守岗人”的职位上更有
作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菜篮
子”其实在无可争辩地一天天好起来，但
各种自发的乃至有意的神秘“剧透”，总
是隔三岔五地在流动、流传，甚而流毒。
比如，这几天关于棉花肉松面包的传闻
就是一个例证。此前，关于人造鸡蛋、塑

料大米、塑料紫菜等形形色色的“真相”
披露，乃至更早些时候一家全球连锁快
餐巨头公然在广告中影射国内的油条包
子不卫生，诸如此类，谁也不敢漠然。

真的是我们的“舌尖安全”如此不
堪、如此脆弱，还是柿子挑软的捏，被吃
准了？仔细品味这些“剧透”，说真的，实
在是抓住了我们的软肋。比如执法不严
的软肋。许多食品谣言无论动机怎样、影
响如何，虽然这些年对恶意造谣者有过惩
处，但多数造谣者轻轻松松赚取眼球之
后，该干啥干啥，独不见谣言慑于法律。

当下，国内农产品没有受到普遍尊
重便是软肋之一。十几亿人口吃饭，从
种植到养殖，我们的产品琳琅满目，但小
散杂格局，缺乏名家名品，大而不强、小
而繁多。当遇到恶意市场攻击的时候，
谁都不能站出来，因为谁似乎都当不了
头，说不上话。

当然，还有安全质量方面技不如人
的软肋。这些年，食品安全卫生方面出

现的问题也不少，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
一些产品身陷其中，底气不足，虽卧薪尝
胆发愤图强，但恢复市场信心尚需假以
时日。

这样的软肋多了，消除百姓心中的
顾虑就会阻力重重。人心是杆秤，现在

“菜篮子”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大家既看
得见，也感受得到，可谓心中有数。但墙
倒众人推，在普通人无法辨别传闻真伪
之下，趋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人们更愿意
宁可信其有。可见，维护舌尖上的安全，
绝不那么轻松简单。

不过，有软肋并不可怕，关键还在行
动。尤其是，条件变了、环境变了、需求
变了，怎么让软肋硬起来，需要从理念到
行为都跟着变。过去我们习惯在漏洞暴
露之后开展“飓风行动”“清零战役”，也
会产生阶段性效果，但吃饭是 365 天的
事，讲究持之以恒，靠战役难以持久覆
盖。所以，民以食为天，这天大的事，还
得天天抓才是。

天大的事，还得天天抓
瞿长福

上图 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老百姓需
要从鸡蛋等食材里获
得更多营养，这促进了
鸡蛋产品的细分。

左图 前几年曾
经飙升到 6 元多一斤
的鸡蛋，从去年 10 月
份开始身价一路下跌，
甚 至 进 入 了 2 元 时
代。图为消费者在超
市选购鸡蛋。

右 图 这一轮鸡

蛋价格波动主要是由

供需关系决定的，从需

求面看变化不大，但是

蛋鸡的补栏量增加，造

成鸡蛋供给大于需求

了。图为消费者在菜

市场选购鸡蛋。

本报记者 张 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