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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的火锅
刘 畅

今年 7 月 13 日傍晚，一场暴雨突降四川成都，
刷爆成都人微信朋友圈的除了电闪雷鸣、雨后彩虹
照片外，还有一张写着详细地址、电话、地图的海报：

“暴雨阻挡你的这顿饭，我们请了！”
这是成都大龙焱火锅店在当日傍晚推出的一项

免费吃“霸王餐”的活动，截止日期是 7 月 14 日零
时。吃货们全城出动，一直到凌晨时分这家火锅店
的不少分店依然人头攒动，火爆热闹。

有人说：成都人有趣，言谈举止都是戏。成都的
火锅仿佛又融入了当地的语言、风土、人情。不拘泥
于形式，辣得满头大汗，眼泪鼻涕不住流，气喘吁吁
之时大呼过瘾！据说，2016 年成都人吃火锅一共花
费了 120 亿元。生活在成都的本地人，一周或一个
月吃上几次火锅已成为一种习惯，工作、学习在外的
游子一提到火锅就来神，巴不得快快享受那种围坐
桌边大快朵颐的热烈火爆。

火锅成了一种寄托、一份情怀。
川渝一带的火锅是用毛肚火锅的汤料熬制牛

骨，熬好的汤上浮着一层浓厚的油，再将郫县豆瓣、
辣椒、花椒、醪糟、豆豉一股脑儿加入汤中煮沸。在
火力作用下，火锅中的汤卤一直处于滚沸状态，食客
边烫边食，其乐无穷。

火锅在烹饪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地
位，早在战国时期火锅就被考古学家称为“染炉”，是
一种个人用的小型火锅。

关于火锅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人说川渝一带现
在最火的麻辣火锅雏形起源于重庆江北毛肚火锅，
一直到 1946 年才传入成都。也有人说，火锅真正的
发源地在长江边的城市——四川泸州，船工们在瓦
罐中盛汤，加以各种蔬菜、辣椒、花椒祛湿。随后，这
种烹饪方法沿着水路传至重庆。

无论如何，不需要过分拘礼的火锅可谓来源于
民间，升华于庙堂，无论是贩夫走卒、达官显宦、文人
骚客、商贾农工，还是红男绿女、黄发垂髫，其消费群
体涵盖之广泛、人均消费次数之多，都是其他餐饮门
类望尘莫及的。

爱吃火锅的成都人希望能把火锅带回家，更愿
意在自己想吃火锅的时候就能吃到。于是，喜欢琢
磨的“火锅人”开发出了自煮火锅，通过加热包发热
从而加热食材的原理，让人随时随地都能吃到火锅。

成都人在吃上很“刁”，但正是这种“刁”让成都
味更巴适，更让人着迷，所以哪怕是做快消品，火锅
也要有自己的态度。40 多岁的钟世文是“味蜀吾老
火锅”的首席，执掌着味蜀吾那锅汤料的秘诀。关于
炒料，钟世文说，必须保证自煮火锅不添加老油、不
辣嘴、不烧胃，还原真正的“成都味”。

“围炉聚饮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细细想
来，不论是原料汤料同中求异、异中求和的美妙结
合，还是亲朋围坐、欢聚一堂的热闹氛围，为欢聚而
沸腾的火锅着实体现了一种烹饪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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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粮 地 位 节 节 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华林

杂粮虽好，也要科学食用
李 亮

消费潮流推动杂粮身份变迁——

五谷杂粮吸取雨露阳光，滋养了世
世代代的华夏子女。消费潮流的变化推
动着杂粮命运的变迁，到如今，杂粮被加
工、包装成众多消费者的“奢侈品”。

从充饥走向养生

今年刚刚退休的湖南长沙市民黄少
华很注重养生。根据中医学“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的原则，他认为一年四季的进
补十分必要，其中五谷杂粮则是他滋身
养性的主要秘诀。“市面上的食品添加剂
多，保健品也不敢乱吃，最安全保险的还
是自然生长的五谷杂粮。”

五谷杂粮这一说法有相当久远的历
史，始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论语·微子》
有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中杂粮
主要指除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和薯类
这五大作物以外的高粱、荞麦、燕麦、薏
仁、绿豆、黑豆等。晚清吴趼人的著作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提及杂粮时有
曰：“原来乡下人苦得很，种出稻子都卖
了，自己只吃些杂粮。”薛福成在《应诏陈
言疏》里写道：“八旗兵丁，不惯米食，往
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
粮充食。”由此可见，杂粮是底层百姓的
碗中物，上不了台面。

即使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杂
粮依旧只是作为主食以外的充饥物而存
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
卫生系教授马冠生说，当时天灾人祸、粮
食匮乏，城镇居民的粮食供给是定人定
量，南方地区主要供应大米，北方主要是
小麦面粉，也就是所说的细粮。细粮不
足时，搭配着供应一些其他粮食，如小
米、高粱、燕麦等，还有各种豆类，称为粗
粮，也就是杂粮。“杂粮又称粗粮，这种叫
法是有道理的，因为细粮需要细加工，粗
粮仅需要简单加工或者不用加工就可以
食用。”

面相磕碜，口感滞重，杂粮虽然“粗
鄙”，难以端上富贵人家的餐桌，但对养
生却大有裨益。《黄帝内经》一书中就提
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
菜为充”。随着现代医学的流行，更是细
分出各种杂粮富含的营养元素及对人体
有益的各种功效：比如燕麦富含蛋白质，
豆类富含优质蛋白，薯类含胡萝卜素和
维生素 C；小米能养肾胃，薏仁健脾补
肺，荞麦清热解毒等等。此外，像小黑豆
等杂粮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总的来
说，杂粮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能
改善肠道、调节血脂，甚至帮助减肥。

品种多，功效全，一旦贴上“养生”的
标签，不仅昔日里的“小米粥、黄窝头”逐
渐成为百姓养生的首选，而且千姿百态
的杂粮食品被搬进超市，品牌不一的杂
粮专卖店也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

从小众走向大众

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粉房琉璃街的
大和恒粮店内，绿豆、薏仁、黑米等杂粮
成篓散装一字排开，供客户选择。410
克的红豆被装成一小袋，售价 11.7 元，
印有商标和图文，精美、体面，既可自食，
也能送礼。

大和恒粮店是北京的老字号，开业
于 1919 年，已有近百年历史。据说，当
年许多商家和住户都吃大和恒的粮食，
要是听到大和恒来了狮子牌白面粉，一
传十，十传百，一会儿门前就排起长龙，
维持秩序的人用粉笔在排队人衣服上写
上号码。从前卖白面，也搭配着卖各种
杂粮，现在杂粮已有凌驾于主粮之上的
趋势。“前些年大米、面粉是销售主体，近
几年，原本不起眼的杂粮异军突起，绿
豆、红豆、小米卖得最好，燕麦、荞麦等销
售也不错。”粮店售货员温勇说，前来选
购杂粮的消费者，挑品种，也挑包装，很
多人购买是为了送礼。精包装、礼盒包
装的杂粮占据了粮店一整面墙。

购买群体也在变化，年轻人正慢慢
成为杂粮消费的主要群体。“和中老年人
相比，他们更有目的性，知道什么季节该
买什么杂粮，哪几种杂粮搭配食用更好，
夏天青睐用绿豆清热去火，冬天就拿白
豆暖胃补肾。”温勇笑言，常年和顾客打
交道，自己也快成了杂粮养生专家。

除了有针对性地选择杂粮品种，年
轻人还注重杂粮品质的好坏。“90 后”王
晓卿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平时
工作繁忙，加班加点是常事，久而久之有
点内分泌失调，医生建议她多吃黑米紫
米，补气益血，因此她养成了吃杂粮的习
惯。如今，王晓卿是看杂粮成色来选购
品种。“如果买包装就看产地，称散装就
问来源，我比较认同产自东北的黄豆、山

西的小米、新疆的鹰嘴豆和云南的苦荞
米。同时，还要看看是不是有机的，吃杂
粮就是图健康嘛。”王晓卿说。

马冠生将杂粮消费的一系列变化，
归结为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者收入的提
高，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饮食观念
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以往只管
吃饱、吃好，如今消费者想要从杂粮中获
得更多营养，希望吃到更加天然的、绿色
的食品，这种需求也带来了杂粮市场的
增长，促进了杂粮产品的细分，杂粮从散
装走向包装，从粗加工走向精深加工。

从“粗鄙”走向精致

“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小时候都
有过吃玉米面、高粱面窝头的经历，杂粮
吃起来的口感确实不如细粮，甚至有点
难以下咽。”回想起记忆中的杂粮，黄少
华打趣说，那种滋味至今“难以忘怀”。

时至今日，随着消费者开始讲究合
理膳食，追求健康养生，杂粮一改往昔的
不修边幅，也乔装打扮起来。在北京城
区多家超市里，常常可见卖杂粮饼或窝
窝头的专柜，售卖的杂粮食品形状各不
相同，口味多种多样，有的论个卖，有的
按斤称，每个售价在一元到五元钱不等。

据北京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华联超
市里做杂粮面点的李师傅介绍，按照传

统工艺做出来的杂粮食品，卖相不美，口
感粗糙，难以被吃惯细粮的人接受。为
此，他在杂粮食品的口感、外形上花费心
思，改变各种用料的搭配比例，做出小
猪、玫瑰花等不同造型，“小孩子看着都
嘴馋”。

把紫薯做成馒头，荞麦拌成凉粉，燕
麦熬成粥，杂粮改头换面，销售者想尽各
种办法将杂粮食品送进老百姓的口中。
在杂粮加工上，一些企业走到了更前
面。比如，五谷磨房的杂粮养生粉，燕之
坊的营养膳食及维维集团推出的红豆豆
奶、谷动燕麦等谷物饮料。

“目前在国内市场，杂粮加工主要以
简单包装的初加工和把杂粮磨成粉，再
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生产各种面食制品的
深加工为主，把杂粮做成饮品、保健产品
和方便食品的精深加工还是太少，这将
成为今后杂粮加工的方向。”郑州万家食
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杂粮制品研发、
加工和销售的企业，总经理张子成说，随
着消费者健康理念的变化，未来的杂粮
消费将会不断增加，市场空间会逐步扩
大，杂粮食品也会随之更加多元与精致。

杂粮加工的与时俱进，给予了消费
者更多选择空间。“但是说杂粮好，并不
是意味着就要拿杂粮当主食吃，正确的
吃法应该是综合考虑年龄和健康状况，
合理控制食量，与玉米、稻谷相互搭配，
粗细结合，才能做到真正的营养均衡。”
马冠生说。

俗话说“多吃杂粮，不生杂病”，

很多人都知道吃粗杂粮的好处。和粗杂

粮比较起来，“精白细软”的米面的确

能给口感带来更好享受，但检测发现，

谷类经精白处理后会损失 70%左右的维

生素和矿物质，以及 90%的膳食纤维，

对人们的健康会产生很多不利影响。现

在，越来越多家庭的餐桌上，粗杂粮很

受欢迎。例如，一杯杂豆豆浆或者一碗

麦片、一个鸡蛋就可以成为一顿早餐。

中午和晚上的时候，将红薯、芋头、南

瓜等杂粮与白米混合一起做成饭或粥，

健康又美味。

杂粮好处不少，但要适量。当前，

在电视等媒体上，一些养生专家大力推

荐粗杂粮，将粗杂粮的功能说得天花乱

坠，比如把绿豆包装成包治百病的“神

物”。在多种因素推波助澜下，社会上

出现了一种夸大杂粮功能的倾向，一些

人甚至一日三餐以杂粮为主。任何事情

过犹则不及，摄入粗杂粮也是如此。如

果主要吃粗杂粮，完全排斥大米白面，

那就搞错了方向。记者曾见到某人的食

谱是：早上一个鸡蛋、一碗小米粥，中

午和晚上玉米粥和窝头，凉拌芹菜⋯⋯

这种看似健康的食谱其实并不健康。因

为摄入粗杂粮过多，就会影响身体必需

营养物质的吸收。例如，过量进食粗粮

杂食，尤其是芹菜、地瓜、南瓜等这些

高纤维食物，会影响人体对食物中的蛋

白质、无机盐以及一些微量元素的吸

收，甚至会导致免疫力降低，引起营养

不良性贫血。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建议，每天

吃 50 克至 100 克粗粮，占每天粮食摄入

总量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样既保证了维

生素、矿物质及膳食纤维的摄入，又不

至于营养不良。事实上，在营养成分方

面，粗杂粮与大米白面相比不具有优

势，食入适量粗杂粮的主要原因是，现

代人主食绝大部分是精米精面，需要搭

配些粗粮来补充和平衡。

粗杂粮固然好，但现实生活中吃粗

粮会出现一些误区。有人吃粗粮选择品

种过于单一，觉得一种好吃就一直吃，

其实这样不利于营养均衡。有人长期吃

细粮，突然大量摄入粗粮，会引起消化

不良。如果想改变饮食习惯，就要从少

到多让肠胃逐步适应。现在市场上的粗

粮制品有很多，比如全麦面包、麦麸饼

干、紫薯饼干、南瓜面包等。作为高纤

维食品，如果能口感出众、粗而不糙，

大部分肯定是用大量油脂起到“润滑”

作用。如果吃多了粗粮制品反而会摄入

大量油脂。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多

吃粗杂粮。如果有高血脂和高血糖者，

肥胖、便秘、应酬较多的人，可适量增

加粗粮摄入。病重的人消化系统虚弱，

老人的消化功能减退，孩子的消化功能

尚未完善，吃粗粮会给肠胃造成很大的

负担。这些人就要少吃粗粮。患有肠胃

溃疡，急性肠胃炎等疾病的人，食物要

求细软，应避免吃粗粮。

可见，食用粗杂粮并非多多益善，

每天该吃多少粗粮因人而异。人体是一

个平衡系统，粗粮和细粮要合理搭配，

讲究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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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各种各样

杂粮，其中绿

豆、红豆、小米

卖得最好。

右图 杂

粮成了新的健

康礼品，精包

装、礼盒包装

的杂粮受到欢

迎。李华林摄

杂粮也流行起精加工。在很多超市商场都能看到各种杂粮养生

粉、杂粮膳食和杂粮饮品等，品种丰富，口感也大大改善。

川渝一带用毛肚火锅的汤料熬制牛骨，熬好的

汤上浮着一层浓厚的油，再将郫县豆瓣、辣椒、花椒、

醪糟、豆豉一股脑儿加入汤中煮沸。在火力作用下，

火锅中的汤卤一直处于滚沸状态，食客边烫边食，其

乐无穷。 吴正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