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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味”人生
董 磊

提起生姜，无论南北，皆以调料做菜用之最多；熬成
姜汤御寒暖身，亦较为常见。以生姜做成小菜，每日必
食，奉为上品，似乎少见，然而我的家乡安徽铜陵就是
如此。

铜陵人酷爱吃腌制的嫩姜，每逢秋季鲜嫩生姜上市
的时令，市场上处处是卖姜买姜的人，家家户户都忙着晒
姜、腌姜。

铜陵人爱姜是有原因的。
一是历史习惯。铜陵产姜的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

就有种植。在北宋年代，铜陵已成为全国生姜的著名产
区，并被列入朝廷贡品。据嘉靖《铜陵县志》记载，明代铜
陵生姜已成为热门特产。至民国年间，铜陵大通经营生
姜的私营行商，每年采购鲜姜销往安庆、芜湖、镇江、扬州
等地，像安庆的“胡玉美”、扬州的“四美”、镇江的“恒顺”
等有名的酱园采购铜陵生姜，加工糖冰姜、糖醋姜、酱
姜等。

二是营养美味。铜陵生姜瓣粗肥厚，姜指饱满，块大
皮薄，汁多渣少，肉质脆嫩，香味浓郁，味辣而不呛口。铜
陵生姜的营养十分丰富。据化验资料分析，生姜除含有
姜油酮、姜油酚、姜油以外，还含有人体所必需的蛋白质、
钙、磷、铁、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抗坏血栓
和无机盐等营养成分。

三是气候使然。铜陵地处长江中下游，冬日潮湿阴
冷，当地人常吃姜，自然可以御寒。不过，安徽长江两岸
的其他一些地区，虽也有吃姜的习俗，但像铜陵人如此爱
姜的，却不多见。可见，气候也只是一个诱因。

铜陵生姜早已进入工业化加工阶段，超市里各种品
牌各种口味的腌制姜应有尽有。可是，当地多数人依然
习惯于自己腌姜。生姜腌制并不难，以糖醋姜为例，每家
每户的做法大同小异，主材自然是姜，调料的主角是糖和
醋，再加一点盐。先将新鲜嫩姜刮皮洗净，晾晒水分，大
概半天。再将晾晒好的姜收回，可切成片，也可不切整块
用盐腌一晚，姜盐比例 10 比 1。第二天一早滤去盐水备
用。用酿造白醋、白糖上火将糖熬化，火不能太大，利用
温度降解一些酸度，保证糖醋汁的酸甜可口。姜、糖、醋
的比例为 5 斤姜、一瓶白醋、1 斤白糖。最后将滤过盐水
的姜放入玻璃瓶中，倒入凉了的糖醋汁，用盖密封。一个
月后即可食用。

玻璃瓶罐中，白嫩的生姜泡在糖醋融合的汁液中，晶
莹剔透，看着喜人，吃着酸甜爽脆。笔者犹记，小时候每
年冬日的早上，就着爽口的糖醋姜，吃着母亲做的热腾腾
的菜汤饭，幸福感爆棚。北上求学后，母亲担心笔者不习
惯北方的饮食，每次从家返校，总是装上满满两大瓶她亲
手腌制的糖醋姜。一边装姜，母亲一边叮嘱道：“食堂的
饭菜不合胃口，就尝一点糖醋姜，开胃！”工作后乃至有了
自己的小家庭，母亲依然如此。每次来京，必带上腌好的
糖醋姜，叮嘱的话语则变成：“冬天吃生姜，赛过吃人参，
对身体好！”

酸酸甜甜，咸中带辣，糖醋姜多味的口感，好似人生
丰富的体验。这些年来，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周遭发生如
何变化，不变的永远是这熟悉的味道：这是儿时记忆的味
道，是母亲从家乡带来的味道，也是陪伴笔者人生旅途的
味道。

铜陵人酷爱吃腌制的嫩姜，酸酸甜甜，咸中带辣，多
味的口感，好似人生丰富的体验。 董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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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新的风口不断涌现、旧有
产业加快脱胎换骨的时代。企业生生
息息，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个性化需求。

个性化的需求说起来简单，实际上
它不仅是一个人的文化积淀、经济收
入、性格偏好的直观呈现，也是时代创
新水平的折射。人们常说的瞄准痛点，
就是解决个性化需求。个性化需求是
创新的驱动力，当然，一个时代的创新
水平也制约着个性化需求的满足程度。

需求的个性化首先体现在生活习
惯的差异上。就拿旅行箱来说，近年
来旅游出行热让人们更加看重自己的
出行伙伴——旅行箱的质量。很多年
轻人舍得花几千元购置材质轻薄、颜色
亮丽、造型时尚的旅行箱。但是，对于

大多数喜爱旅行的老人来说，购置旅行
箱更多还是注重性价比，因为他们习惯
了节俭的生活，中低价位、实用简便的
旅行箱是他们的首选。对手机的操控
不像年轻人那么熟练自如，所以旅行箱
那令人目眩的智能化，老人们也常常敬
而远之。旅途中，还有不少老人仍在使
用手提肩背的旅行包。

需求的个性化还体现出地域文化
的不同。旅游业的兴旺让旅行箱变了
脸，按理说，房车也应该跟着火起来。
事实上，旅行箱大秀了一把，房车却
还真没红起来。对于房车，国人最关
心“房”的功能，因为国人对家的感情
太深，所以对房的要求很高，不仅功
能要全还要温馨如家。但对于这样
的需求，即便车企都做到了，让国人

拉着家去旅行，很多人还是下不了决
心。不必说营地配套还没建起来，国
内景点路况对车的越野功能要求也
不低。所以，浪漫的房车要想在中国
火起来，还得慢慢克服“水土不服”和
文化差异。而且，国人旅游喜爱把老
人孩子都带上，以后家家都有两个孩
子，再加上老人，房车该有多大才合
适，企业尽可以脑洞大开。

需求的个性化取决于智能化。智
能化举足轻重，成为实现个性化需求的
基础和手段。比如健康医疗领域，有
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健康医疗企业才
能拥有数据，并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
上建立模型，进而形成一些个性化的
解决方案，满足患者的深度需求。在
这些领域，个性化离不开大数据和云

计算。微软扬言 10 年解决癌症，因为
它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科学，计划发明
一种超小的 DNA 计算机进入人体运
行，监视癌细胞，同时利用计算机收集
信息和图像给影像学医生，以便深入
了解肿瘤的变化，为病人提供更加精
细的个性化治疗。在机器人领域，智
能化也是相当重要的，也许人们在意
机器人的高矮、颜色、神态，但更应注
重 机 器 人 会 做 什 么 ，能 否 做 好 。 在
AR、VR 和无人机领域，没有智能化就
没有个性化，一些关键技术瓶颈能否
突破，决定着这个产业的生死。

消费时代，只有敏锐而准确地把
握个性化需求的种种特征，企业才能
缤纷绽放，人们的生活也因此而愈加
美好多姿。

消费时代的个性化需求
心 月

缤纷旅行箱：把梦和欢喜装进行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牛 瑾

旅行，意味着换一种生活方式，轻
松、无压力地生活一段时间，这是很多
人的梦想。但在出发前，还是先来分享
一则与旅行有关的广告。

“我能感受到你按捺不住的冲动。
你迫不及待地想要到处走走，去感受这
个世界⋯⋯我能做的就是永远陪伴在
你身边，直到时间的尽头，空间的尽
头。我一直在默默地等你，等你发现
我，等你带我走。”能猜到是什么吗？答
案就是，旅行箱。

当你在旅行途中的时候，其实也正
带着你的旅行箱一起完成一场大秀。

个性化带来“高颜值”

数据显示，2016 年至 2020 年，全
球箱包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将达6%。促
成这一结果的直接诱因，就是“宅不
住”。以我国为例，预计2017年国内旅
游 人 数 达 到 48.8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0%；出境游人数达到 1.27 亿人次，同
比增长 4%。旅游热的兴起，再加上外
出求学人数增多、商务差旅频繁，都刺
激着人们对箱包特别是旅行箱的需
求。同时，当旅行箱渐渐成为生活必需
品，其“颜值”也有了很大不同。

在天津一所高校任教的姜小墨，还
记得当年陪同学去买旅行箱的经历。

“因为想买一个旅行箱作为结婚纪念日
礼物送给同学的父母，希望他们能多出
去走走。所以，我们在商场里转了好
久，最终选了一款 24 寸、深棕色、有暗
格纹路的真皮旅行箱。当时看起来特
别大气，可若放到现在，显得就土气
了。”

的确，如今的旅行箱早已抛弃了
呆板沉闷的“气质”，变得更有个性。
从适用人群看，航空人员和商旅人士
的旅行箱沉稳端庄，与其工作环境十
分相称；小朋友的旅行箱不仅充满童
趣，还能当作小车，骑在上面滑来滑
去地玩耍；电影及电视制作人员、专
业摄影师也有专属“防水旅行箱”，为
高敏感物品提供无懈可击的保护。从
材质看，轻量航空铝材、聚碳酸酯、
混合帆布、硬化纤维板都被用来制作
旅行箱，目的就是减轻自重。从外形
和颜色看，大弧面设计、钻石面切
割、多凹槽拼接，复古红、薄荷绿、
冰岛蓝、绅士黑⋯⋯总之，不再只是
长方形或正方形、黑或灰的世界。

当然，有些年轻消费者觉得这样
还 不 够 个 性 ， 又 打 起 了 贴 纸 主 意 ，

“90后”的刘骢就是其中的高手。“旅
行箱以单色为主，在机场或火车站难
免‘撞箱’。有了贴纸就不一样了，根
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搭配图案，就能打
造出只属于自己的独创旅行箱。”他
说，有些品牌的旅行箱还会赠送贴
纸，拉出去特别酷。

追求个性化是当下旅行箱消费的
一种趋势，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不同的场景需要不同大小、颜色的
旅行箱，但钱不够多、家里空间不够大，
怎么办？有人从中发现了商机，出租旅
行箱。某宝上就有专门提供租箱服务
的店铺，支付相应金额的保证金，租赁
使用指定款式对应尺寸的旅行箱，订单
完成后还可申请退回保证金。“虽然现

在租箱子的人还不多，但却是个探索的
方向。”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减装化孕育“深内涵”

有了颜值，还需有内涵。对旅行箱
来说，“内涵”自然指的是其中装载的行
李。可别小看旅行箱的这份“内涵”，它
背后反映出的可是百姓生活方式和消
费理念的大变化。

邱林，广东罗定人，典型的南方姑
娘。大学时，北上到了天津，只为看看
想了很久的雪。大一寒假来临前，她不
仅实现了看雪的愿望，还爱上了当地的
各种小吃和美食。“因为当时爸爸妈妈
还没有去过天津，我就想把我吃到的好
吃的东西也带给他们尝尝。所以，大学
第一个假期回家时，我的箱子里装了不
少吃的，手上还拎着一些。假期结束回
天津的时候，从家里带了些特产，又把
箱子填满了。”邱林说，现在就不用这么
麻烦了，父母或朋友需要什么，网上下
单、在家收货就可以了。

邱林旅行箱“内涵”的变化，体现的
是所谓“减装化”的第一个“减”。虽然
现在有些年长的消费者仍然喜欢背回
很多旅行目的地的美食，他们觉得身体
力行的流通才是更有意义的互通有无，
但越来越多的人还是选择减装回程，象
征性地装上一两样，给家人朋友尝一
尝，若真的对胃口，再从网上订购。旅
行箱因此空出来的地方，他们会放上一
本近期喜欢的书或一双舒适的鞋子，让
自己的旅程更惬意。

此外，“减装化”还有一层含义，这
更多地体现在出境游中。

2015 年，日本某媒体曾经采访了
15 个中国旅游团，发现在中国大陆游
客的购物清单中，旅行箱排名第一。原

因是，由于在日本爆买了太多的东西，
带过来的旅行箱早已装满，不得不再买
一个。“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少了很
多。”王可心说。

王可心毕业后就到了日本工作、
生活。她说，在日本的各大卖场，虽
然有很多拉着空旅行箱购物的顾客，
但其中大多是做代购生意的，已经很
少有如此购物的普通游客了。“代购渠
道越来越多，国内产品的质量和品牌
越来越好，甚至有些还超越了传统的
国际大牌，这让很多游客放弃了之前
的爆买节奏。”

当然，即便电子商务已经如此发
达，却也总有一些东西是只有到了旅游
目的地才能买到的。于是，美国一代购
平台推出一种新模式，即利用游客旅行
箱的闲余空间，把目的地地区购物者发
布在其平台上的所需物品随行带到目
的地，当面交接，支付方式则是类似支
付宝的第三方平台。虽然我国市场上
暂时还没有这样的代购方式，但若真有
这样做的，或许也是个不错的创业点。

智能化凸显“精头脑”

“你周游世界，家人也不在身边，你
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你自己，还有你的行
李。”上世纪 90 年代经典好莱坞电影

《魔岛仙踪》里，经验丰富的旅行箱售货
员对男主角这样说。当然，还有一种更
糟糕的情况，就是你连旅行箱都弄丢
了，你只能依靠你自己。而且，如此糟
糕的情况，恐怕很多人都经历过。

我们常说，消费者的需求就是市场
的追求。消费者有解决防止旅行箱丢
失的愿望，生产厂商即对旅行箱赋予重
新想象，拿出了智能化方案。业界领先
的制造商新秀丽，以及收购了经典旅行

箱品牌日默瓦控股权的法国奢侈品牌
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都发布
了智能旅行箱产品。在我国，京东平台
和小米公司也利用众筹的方式，推出了
各自的智能旅行箱，其中，小米的智能
旅行箱还摘得了由德国汉诺威工业设
计 论 坛 每 年 定 期 评 选 的 iF 工 业 设
计奖。

这些智能旅行箱，在功能上有着
相似之处。比如，防丢失，内置感应
器，当你离开旅行箱的距离超过一定
范围时，发出提醒警报，或利用 APP
显示的信号热度图，帮助你迅速找回
旅行箱；可充电，内置充电宝，为手
机、平板电脑充电；自动称重，内置
传感器，当提起旅行箱时，通过 APP
显示箱子重量，同时告知是否超过机
场规定。此外，还有手机操控上锁解
锁、记录飞行距离，等等。

但是，如此炫酷的功能，还是让对
一切电子设备都感兴趣的陈伟发现了
漏洞。“旅行箱一旦增加了电池，就相当
于多出一块移动电源。移动电源是不
能托运的，而且民航规定严禁携带未标
明额定容量的移动电源上飞机。如果
智能旅行箱的电池是隐藏式的，就一定
会给安检带来麻烦。另外，上面提到的
这些‘智能’功能都是需要用电的，出门
旅行前还要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给旅行
箱充满电。对有些人来说，程序更繁琐
了。”陈伟说，还有一些功能似乎是为

“智能”而“智能”，就像手机操控上锁解
锁，并没有比手动上锁解锁方便多少，
消费者其实是用更多的钱购买了一个
用处不大的功能。

那么，你会考虑买一个智能旅行箱
吗？陈伟的回答是，暂时不会，看看再
说。这或许也代表了大多数消费者的
态度。所以，作为一件新事物，智能旅
行箱要走的路还很长。

如今，人在旅途欣赏风景的同时，也在上演一场“旅行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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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旅游热的兴起，以及外出求学人数增多、商务差旅频繁，都刺

激着人们对旅行箱的需求。旅行箱已经成为今天人们工作、出差、旅

行的标配。

② 个性时尚的旅行箱最受市场欢迎。

③ 旅行箱除了注重实用功能，更加注重美观坚固。

④ 旅行箱的变化折射出百姓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的大变化。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