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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美食家口中评价一道菜优劣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
“有锅气”。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如今在一些消费者间有了新
定义——“菜肴现做”，也就是餐厅不用预制菜。这种撕开包装复热
一下就能吃的菜肴从B端下沉到了C端后，才让一些消费者发现自
己在餐厅花大价钱消费的菜肴，换个环境出现在超市的冷柜中可能
只需要三分之一的花费。记者发现，截至目前，对于使用预制菜，尚
无哪家餐厅主动在就餐前告知消费者。

堂食消费者
费时费火的“大菜”可能是预制菜很多人不知情

记者7月30日在一家连锁餐厅内观察发现，餐厅内有部分菜品
在下单后，厨师会从冷柜中取出一眼就能看出成品模样的面点、肉
类，上蒸箱或者铁板上煎烤，加上配菜或淋上佐料后装盘上桌。

由于该餐厅明厨亮灶，这些操作消费者都可以看到。但是记者
在问及就餐人是否认可餐厅使用预制菜时，不少消费者表示反感，
并且其中不少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吃的就是加工后的预制菜。

对于餐厅使用预制菜的看法，记者随机采访了50名消费者。这
其中明确知道自己消费过的餐厅使用预制菜的有近40%的人，但是在
这不足20人中，知晓中式正餐品牌使用预制菜的则不足5人。

在对哪些菜肴不可能被“预制”的选择中，50名被访者中除了2
人选了“全部均可”外，其余被访者均选了如“东坡肉”“辣子鸡丁”

“花椒烤鱼”“佛跳墙”“毛血旺”等“大菜”，但是上述菜肴均有知名品
牌的预制菜在售。而这一结果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如果是速冻
包子到店再热，这样的预制菜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印象中费时费
火的‘大菜’、炒菜也是预制菜？”一位被访者表示。

询问餐厅
是否使用预制菜 餐厅大多语焉不详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很多餐厅对自己使用预制菜一事不愿对消
费者表明，尤其是一些客单价高的餐厅。

记者在一家知名江浙风味连锁餐厅咨询服务员所点的菜品是
否有预制菜时，得到的答复为“都是现做的”。但是，在因某道蒸品
口感不佳叫来餐厅负责人询问时，对方则表示，这道口感不佳的菜
品是预制菜，可能在化冻时没有掌握好时间才导致上述问题。

在另一家人均客单价超过200元的中高档中餐厅中，服务员也
没有对记者询问是否有预制菜一事进行正面回应。不过，该店一道
据说需要制作半小时的菜，在点餐后5分钟就上了桌。

在记者过去一周探访的近40家连锁中式正餐、中式小馆和网
红中餐厅中，仅有 5 家的服务员表示餐厅里有部分菜品用了预制
菜，其余都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有趣的是，一些没有正面回答
的餐厅中，还在销售自己家推出的预制菜礼盒。

业内人士
预计未来3年至5年中国预制菜行业有望达万亿元

记者7月31日了解到，预制菜成了今年食品产业中最热的话
题。有机构分析，2021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超过3000亿元，预计
2022年至2026年预制菜行业的增速在20%至30%左右，未来3年至
5年，中国预制菜行业发展有望成为下一个万亿元餐饮市场。

这巨大的市场，B端也就是商业客户，占据了约80%。这其中也
不乏中式正餐餐厅。有企业公开表示，其菜品实现了 95%的预制
化。

有餐饮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餐厅完全不用预制菜的很少，尤
其是在商场、购物中心内的餐厅。简单来说，一些并非餐厅特色的
甜品、中式点心，工艺相对复杂一些的凉菜，主食类的包子、饺子、汤
面等大部分餐厅都会采用预制菜。不仅如此，一些餐厅的部分热菜
也会选择预制菜。

“预制菜能解决餐厅很多问题，比如出餐速度、后厨人手不足、
连锁餐厅的味道统一等。也有一些餐厅是迫于无奈，比如所在的商
业体禁止明火或对后厨有特殊的消防要求等。”该餐饮业内人士表
示。

预制菜行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强调，预制菜不同于
“料理包”，是一种中餐标准化、便捷化的趋势。实际上，预制菜大致
分为只需要加热的成品预制菜，和需要烹饪的半成品预制菜。一些
很费时、费人工的菜肴更多地被企业的“中央厨房”制作成预制菜出
现在餐厅的后厨。

“很多连锁餐厅用的是自己中央厨房的产品，为的是食品安全、
减废和统一口味。当然也有节省人工的考虑。有的是餐饮品牌和
一些大供货商的联合研发。供货商不乏一些上市公司，他们的一些
预制菜品质甚至不输给靠着同类菜闻名的餐厅。”该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预制菜的应用，一些耗时耗力的菜肴也更多，且以更优惠的价
格走进了餐厅。

建议
律师：应建构预制菜提前告知制度 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

虽然有消费者认为只要安全、快捷，餐厅使用预制菜也可以接
受，毕竟享受了相对的便捷。但仍有消费者表示不理解中式正餐餐
厅使用预制菜。“快餐里的宫保鸡丁18元，大餐馆的58元，要都是只
加热就好的预制菜，我去大餐厅吃饭到底图什么？图它排队等位？
图它热菜快？”

有律师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
和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如果消费者本来不想吃预制菜，因为经营
者没有告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实际上就违背了消费者真实
的意愿，就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但是如果以此来维
权，消费者本身也存在着举证困难。律师胡钢表示，应建构预制菜
提前告知制度，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人吃了全球最多的西瓜
堂食堂食的的““大菜大菜””可能是预制菜可能是预制菜

消费者是否该有知情权？

中国民间谚语云：夏日吃西瓜，药物不用抓。而要说到夏天最动听的
声音，莫过于“咔嚓”掰开西瓜时候的那一声清脆。手起刀落，剖开的是一
整个夏天的寄托。

有趣的是，吃瓜群众的力量确实强大，一不小心就吃出了惊人的“业绩”。

据 《中国日报》 微信
公众号8月1日报道，中国
人吃了全球最多的瓜！

报道援引农业农村部监测数
据显示，自三月下旬早熟西瓜进
入市场开始，销量就在逐步上
升，线上水果消费市场也迎来了
消费热潮。

美团优选数据显示，自西瓜上
市以来，全国消费者对西瓜的需求
逐步上升，西瓜销量增长迅速。今
年5月23日—5月29日这一周，西
瓜的环比销量提升近 200%，其中

“黑美人”西瓜整体销量同比增速
最快，同比增长超50%。

中国既是西瓜消费强国，也
是西瓜生产大国。根据国家统计
局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统
计，2020 年，中国西瓜种植面积
在世界西瓜种植面积中占比近
半，达到 46.04%，是全球最大的
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据全球统
计数据库 Statista，中国 2010 年至
2020 年 的 西 瓜 产 量 均 突 破 6000
万吨。第二大西瓜生产国土耳
其，产量却远不及中国的十分之
一。

2019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FAO）的调查报告显示，人口
占世界20%的中国，生产了世界上
70%的西瓜，并且自产自销，平均
每人每年吃113斤。

事 实 上 ，西 瓜 并 非
“ 土 生 土 长 ”的 中 国 水
果，至少在唐代以前，古

人还是吃不到西瓜这种水果的，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西瓜野
生种，也还没有发现有关西瓜的
考古遗迹，而且中国古代单音词
瓜，特指甜瓜，而并非西瓜。西瓜
原产自非洲沙漠，后通过丝绸之
路 传 到 古代中国西部地区和回
鹘，但因为中国地大物博，西瓜品
种多样，适宜种植西瓜的环境也遍
布全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

西瓜产地。
明代的 《草本纲目》 就记载

西瓜已是南北处处有之，随着西
瓜培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发展，到
清朝民国时期，南北西瓜已经难
分伯仲了，而且在全国形成很多
著名的西瓜产区。明代王象晋的

《群芳谱》 对西瓜选种、下种、
施肥、田间管理等方法进行了较
为详细的介绍；清代乾隆年间，
张宗法著作的 《三农纪》 又对西
瓜的栽培技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
总结。

当今的中国人实现了
“吃瓜自由”离不开 80 岁
高龄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

的吴明珠院士。1930年，吴明珠出
生于湖北武汉。1953年，她从西南
农学院园艺系果蔬专业毕业，与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同级
校友。

20世纪50年代，吴院士主动请
缨、远赴新疆，穷尽一生心血选育
瓜种，研究培育出西瓜、哈密瓜优
良品种40多个。在新疆的工作条件
十分艰苦，但是吴明珠和同事花了
3 年时间，走遍当地 300 多个生产

队，一块瓜地一块瓜地调查，最后
收集了100多份资料，整理成44个
品种，成为后来育种的基本材料。
这条瓜种培育之路，吴明珠院士一
走就是五十多年。

西瓜不仅有着堪比冰淇淋和
甜品的口感，还有着任何冰淇淋
和 甜 品 都 不 具 有 的 营 养 和 低 热
量，绝对是“盛夏标配，肥宅必
备”。一提起西瓜，人们就会想起
夏 天 和 野 餐 ， 并 且 西 瓜 当 之 无
愧。它清爽的口感和甘甜的味道
十分解暑，是一种吃起来没有罪
恶 感 、 易 储 藏 的 甜 品 。 除 此 之

外，西瓜还能消肿降压、美容抗
衰、消除疲劳，不过，因为西瓜
性寒，所以不宜多食。

“人均每年一百斤”是有原因
的。据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统
计的数据显示，中国年度销量前十
水果品种分别是西瓜、苹果、葡
萄、柑橘、香蕉、猕猴桃、梨、
桃、菠萝、芒果。和其他几种大众
所喜闻乐见的水果比起来，西瓜的
价格是最亲民的！由于国内西瓜产
区分布广产量大，我们可以尽情享
受在夏天用勺子挖着吃西瓜的畅
爽，怎么吃都不心疼。

在外国影视片中，很
少看到西瓜的身影。外国
人不是不喜欢吃西瓜，很

大部分原因是价格太贵了……数据
显示，在华盛顿和纽约，一公斤包
装好准备出口的美国西瓜的生产价
格约为 6.91 美元 （约合人民币 46
元）。

不少网友分享自己在海外买瓜
的糟心经历：“瑞士超市的西瓜，半
个西瓜 140 元人民币。”“德国西瓜
好贵，一个西瓜够买四斤排骨。”

“新西兰的西瓜贵得我惊掉下巴。”
西瓜在日韩也是贵得出了名

的。韩国门户网站“NAVER”的
检索结果显示，一个重约 5 公斤的

西瓜被零售商标价 26900 韩元 （约
合人民币 140 元） 进行售卖。在日
本，普通品种的西瓜售价一般在
2000日元—3000日元，大概相当于
150 元人民币。而且国外的瓜贵还
不一定好吃。日本善通寺市当地特
产“方形西瓜”上市，西瓜边长18
厘米，售价在1.5万日元左右、约合
人民币 750 元。据悉，虽然这种方
形西瓜价格昂贵，但是在未完全成
熟之前采摘的，甜度不高，极其寡
淡，没有丰富的汁水……

别看中国每年人均百斤，对于
西瓜的口感，我们其实是十分挑剔
的。买西瓜之前敲一下，听听音
儿，辨别一下哪个熟了哪个更甜，

是十分常见的流程。
不过这到国外，再敲西瓜可能

就要被打了。几年前网上贴出的一
张意大利超市的照片就让“敲西
瓜”火了一把。这家超市当时立了
个牌，上面写道：“尊敬的顾客，请
您不要再敲西瓜了，他们是真的不
会回应的！”

啥？西瓜都不让敲了？爱敲瓜的
中国网友们纷纷表示不服，并表示：
没有被敲过的“瓜生”不是完整的！其
实，敲西瓜听回声是一种普遍现象，
不仅是中国人，几乎全世界的人都有
敲西瓜听回声的习惯。但是，能把西
瓜吃得如此有创造力的，我们绝对是
独一份。 本报综合消息

国外西瓜的价格太贵了

吃瓜自由是怎样实现的

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

中国人吃了全球
最多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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