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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

□本报记者 院秀琴

民以食为天。改革开放 40 年来，内蒙古人餐桌上
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从计划经济的凭票购买，到如今
的手指一点，美食外卖送货上门；从顿顿离不开大白菜，
到如今的西餐日料⋯⋯餐桌上的变化，折射出改革开放
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实惠。

告别“吃不饱”：
凭票购物排长队成为历史

通辽市民杨春生收藏了十几张粮票，有全国粮票，
也有内蒙古粮票，虽然有些旧，但是基本保存完好，颜色
有蓝色、有粉色。他介绍：“40 多年前，买什么都离不开
票证，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就连买牛
奶都要奶票，真的是有票走遍天下，无票寸步难行！”

不仅如此，由于食物匮乏，供应的时间仅有几天，逢
年过节，供销社门前就会簇拥着一大批买东西的人，抄
着袖筒、跺着脚在寒风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那时候买
东西真难，经常天不亮就起来去排队。”杨春生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人还好说，如果家里有小婴儿，
家长急得团团转却毫无办法。

1978 年 4 月 29 日的《内蒙古日报》刊登了呼和浩特
铁路职工邢骅的一封读者来信——

“今年以来，大黑河牛奶场不但不给住地送奶，就是
去奶场打奶也是很难打上的。我已经请了几次假（每次
都是十点钟以后），可每次都空桶回来，奶场没有奶，哪
里还有奶啊！奶粉快吃完了，奶票还不少，怎么办呢？
我决定和青年人一样，骑自行车追奶车。同志，一个女
同志累死也追不上汽车呀。不过，这样空桶回来，好像
能对得起吃奶的孩子。说起追车，可真叫人担心。眼睛
要盯住奶车的方向，还要注意来往车辆，一个人有几只
眼，这样串街过巷追汽车，真算是不要命了，可最后还得
空手回来。”

这封读者来信，生动记述了物资匮乏年代的困窘情
形。信中提到，当时呼和浩特市规定“每个婴儿一天一
斤牛奶，两个月一袋奶粉”，而她却经常打不到牛奶。

与邢骅的经历类似，当时自治区财政局职工林树发
也写信给《内蒙古日报》，他也曾多次冒着撞车的危险，
骑自行车追逐送奶的摩托车；也曾多次顶风冒雪，深更
半夜去排队打奶。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们常常只有一个感受，
那就是——饿！所幸改革开放后，这一切都得到了根本
改变。就拿买牛奶来说，早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各大牛
奶生产商绞尽脑汁把牛奶细分为几十个种类：儿童奶、
早餐奶、低脂奶⋯⋯各大商场超市使出浑身解数进行花
样促销：买四送一、买奶送碗⋯⋯和其他市场一样，食品
市场也已经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人们不仅能吃
饱，还能从种类繁多的各色食物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更
是从中挖掘出了饮食文化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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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甜美的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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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吃得饱”：
下馆子撮一顿成为家常便饭

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物资渐渐丰富起来，内蒙古人
的餐桌上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品种越来越丰富，蔬菜、瓜
果、蛋、禽、肉类开始摆上餐桌。

不过，到了无菜可买的冬天，就是冬储的萝卜、圆白菜
和长白菜等“大路菜”的天下了。去市场上选肉，人们都专
爱挑肥的，为的就是回家能再榨点猪油改善伙食。乌兰察
布市卓资县教师李春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边皱眉头边摇
头：“我们刚结婚那会儿，我每月只有 60 多块钱的工资，一
个月只能买 1 斤猪肉，我每次都专拣肥的，回去炼成油渣，
猪油炒菜，油渣包饺子。那时候吃伤了，我现在一闻到猪
油味儿就难受。”李春梅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饮食文化的
革命。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家常便饭，下馆子成为平常事。
谁家有喜事，都愿意在饭店摆上一桌，既省事又有面子。李春
梅的丈夫苑平就是借着这股东风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生意。

“那时候人们早起都爱去吃一碗饸饹面，或者烧麦、羊杂碎，我
就给这些饭馆送调料，也赚了不少钱呢！”苑平笑着说。

再往后，商品市场越来越活跃，内蒙古的餐饮业也随
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蒙餐和本土菜大行其道之
时，国内的八大菜系纷纷落户内蒙古，一些珍贵的食材如
燕窝、鱼翅、海参、鲍鱼等相继出现，俄式餐饮、日本料理、
韩式烧烤、意大利披萨、美国快餐等也鱼贯而入，人们的饮
食逐渐多元化，大街小巷各种档次、各种风味的餐厅随处
可见。“我上小学时，民族商场那儿开了呼市第一家肯德
基，我妈带我去尝了一次，当时觉得好吃的不得了。”呼和
浩特市“90 后”小伙李鹏告诉记者。

改革开放的 40 年，恰恰是人们饮食上变化最大的 40
年。有的地方流传出了这样的顺口溜来形容这种变化：

“改革前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改革后是，
米仓满，面仓满，鸡鸭鱼肉早吃烦。”

追求“吃得好”：
绿色有机食品成为市场宠儿

整天大鱼大肉是挺过瘾，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富
贵病”：肥胖、“三高”、糖尿病⋯⋯于是，人们又开始学习养
生，追求绿色无污染和有机食品。一度让人们吃得发愁的
粗粮，又开始受到人们的青睐，重新成为餐桌上的宠儿。

“那几年挣了点钱，天天晚上出去喝酒吃肉，没多长时间
身体就受不了了，脂肪肝、血脂稠，浑身上下不得劲儿。这几
年又开始吃60年代的饭了，高粱窝窝、玉米面窝窝、红薯这些
都经常吃。”家住呼和浩特市南茶坊的杨先凤告诉记者。

近年来，农家乐、农家饭店、水果采摘园等消费形式应
需而生。“来我这里吃饭的主要是看上我这农家传统做菜
风格了，院子里可以种菜种水果，平时养点鸡、羊、猪，做菜
的方式也是传统的做法，清炖、清炒没有什么添加，虽然我
这离市区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来吃饭的人还挺多，现在的
人们就追求这样的绿色原生态！”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
板乌素图村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姜志告诉记者，大棚里种的
水果蔬菜带给人们一边采摘一边食用的乐趣，这种种植模
式深受大家喜欢，采摘的价格也高于市场价格一倍左右。

除了饭店，米、面、蔬菜等常用食材更是被人们所关
注，真正的绿色食材是普通食材价格的几倍。乌兰察布市
察右中旗均富种植专业合作社老板李文俊向记者介绍：

“用有机小麦加工出来的面粉，10 斤装价格在 80 元以上。”
即便是这样高昂的价格，也是供不应求，李文俊补充。

从上世纪 70年代的粮食匮乏到如今追求绿色、有机，从
“有啥吃啥”到“吃啥有啥”，人们的菜篮子和米袋子都发生了
巨大变化，这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伟大。

（图片源自网络）

□刘波

不少家庭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用电故
障。国网天津电力公司专业人士提醒，大多数
的家庭用电故障，都是因为一些细节没有注意
到而造成的。要减少家庭用电故障，应当做好
这些事情。

客厅用电
切断电源：电视、音响等电器在使用后，不

仅要关掉电器上的开关，还应该把电源插头一
起拔掉。在雨季，雷电会通过电线击毁电器，
不拔电源存在很大的隐患。

避免儿童接触插座：由于客厅电器相对比
较集中，家里有儿童的话就需要特别注意。如
果墙面的插座位置比较低，应给插座盖上一个
保护罩，防止儿童一时好奇将手指或其他异物
塞进插座孔内，不仅插座内部会被破坏，甚至
可能发生触电事件威胁到儿童安全。

电源插座勿集中使用：在使用电器时，不要
在同一个电源插排上使用太多电器。插排会因
负荷过大而导致电线短路、跳闸甚至引发火灾。

卧室用电
灯饰远离布艺产品：在灯饰使用过程中，灯

泡表面的温度非常高，布料等易燃物接触灯泡表
面或者距离很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燃烧起
火。所以家中如购买了落地灯、床头灯等可移动
灯饰，要使灯饰与窗帘等布艺产品保持距离。

谨慎使用电热设备：在软体床上不要使用
电热毯。电热毯内遍布电热丝，软床过于柔
软，会将电热毯卷曲折叠，这样容易折断电热
丝引起火灾。

厨房用电
电器远离插座：电饭煲、热水壶、电磁炉等

使用过程中会产生蒸汽的电器产品应远离插
座，因为蒸汽喷在插座上会进入插孔破坏电
路，导致电线短路。

插座远离水槽：有的人贪图方便，将插座
拉到了水槽边使用。其实这是一个用电错
误。靠近水槽的插座，被水弄湿的几率很大，
引发火灾的可能性也很大。

家庭用电
不可疏忽的细节

据交通部微信公众号消息，交通部近日就
《关于加强和规范出租汽车行业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未取得平台、车辆、驾驶员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
可先纳入诚信状况重点关注对象名单。情节
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的失信主体，应当按
照规定程序直接列入“黑名单”。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失信联合惩戒主体名
单认定标准。出租汽车行业市场主体存在以
下行为的，可先纳入诚信状况重点关注对象名
单（以下简称“重点关注名单”）：

巡游出租汽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
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情节严重
的；使用未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擅自从事巡
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擅自暂停、
终止全部或者部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情节严
重的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出租或擅自转让巡
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情节严重的巡游出租
汽车经营者；不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违
规收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巡游出租汽车驾
驶员；对举报、投诉其服务质量或者对其服务质
量作出不满意评价的乘客实施报复行为，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的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未取得平台、车辆、驾驶
员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
活动，情节严重的；线上提供服务车辆、驾驶员
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车辆、驾驶员不一致，情节
严重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未按照规定
提供共享信息，或者不配合出租汽车行政主管
部门调取查阅相关数据信息，情节严重的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
式标明网约车服务价格及定价规则，侵害乘客
合法权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者；违法使用或故意泄漏乘客个人信
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者；对举报、投诉其服务质量或者对其服务质
量作出不满意评价的乘客实施报复行为，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

征求意见稿指出，对于已被列入重点关注
名单且 6 个月内仍拒不改正的，应当按照规定
程序列入失信联合惩戒主体名单（以下简称

“黑名单”）。发生上述行为情节特别严重、性
质特别恶劣的失信主体，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直
接列入“黑名单”。 （人民网）

网约车司机无证上岗
或列失信黑名单

理财助手

如今，二维码支付在餐饮门店、超市、便利
店等线下小额支付场景得到广泛应用。但在
条码生成机制和传输过程中仍存在风险隐患，
也引发了支付安全的风险案件。

二维码扫一扫看起来便利，可稍一疏忽就
会出麻烦。尤其是，二维码也可能成为一些人
非法敛财的渠道。曾腾是广东省江门市一名
大学生，他曾在宿舍楼下用手机扫了一辆共享
单车上的二维码，扫描后手机自动跳转到一个
支付页面，要求支付 299 元押金。

“对方是个支付账户，当时有点着急，没有
细看就选择了确认支付。”曾腾说，可支付后他
并没能打开车锁，单车软件也未显示押金支付
成功。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可能被骗了，再
仔细观察刚才扫描的那张二维码，发现是一张
贴纸，覆盖了车体本身携带的二维码。

“二维码技术最初是一种识别访问技术，
并不是专门用于电子商务，因此在交易过程中
缺乏一种能够评估和鉴别二维码信息来保护
消费者安全的机制。”上海交通大学网络空间
安全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消费者而言，正确
鉴别和验证二维码的可靠性难度大，每一张二
维码图像看似普通，实则包含了复杂的信息，
用户辨认起来很不方便。

想要让“扫一扫”更安全，离不开监管部门
和市场机构的努力，还需要用户自身提高防范
意识，加强自我保护。

业内专家提醒，用户要有防范意识，提高
警惕，不要轻易相信市面上免费扫码赠东西等
品牌宣传活动。“扫一扫”行为的背后可能隐藏
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比如个人信息的泄露，也
有可能存在某些不法行为，尤其不要轻易提供
个人的姓名、身份证、银行卡、电话、通信住址
等信息。即使是可信的二维码应用，也有可能
受到某些黑客不法分子恶意的利用变成恶意
的二维码，应时刻保持警惕。

随着二维码的普及，用户应掌握一些二维
码的相关知识、常见案例，提高安全防范意
识。同时，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包括
到官网下载工具软件，不要见码就扫，在手机
中安装防病毒软件等。 （人民网）

让“扫一扫”更安全

□陈方

近两年来，随着运动手环、计步软件的兴
起，全民掀起了一股“走路”热潮。很多人认
为，“日行万步”能锻炼身体，还可健身、减肥。
那么，这些说法究竟从何而来？“日行万步”真
的能够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吗？

“日行万步”的说法来自于 1964 年日本举
办东京奥运会期间。据澎湃新闻网报道，1964
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期间，政府号召民众健
身，计步器也得以风行全国。一家公司推出了
一款产品叫做“manpo-kei”，中文意思指“万
步记”，从此日行一万步成为健步走的标准。

但实际上，一万步并不是一个严格、绝对
的指标，也并非人人适宜。我们每个人的体质
不同，对运动锻炼的耐受程度也不一样。

一万步的要求对于平时习惯运动的人来
说，是相对简单的，就算提高到两万步，也只是
平常运动量而已。但如果是平时缺乏运动的
人，突然一天走上一两万步，不仅身体会吃不
消，而且可能出现关节、韧带、骨骼的损伤，反
而 会 适 得 其 反 。 美 国 亚 特 兰 大 疾 控 中 心

（CDC）指出，以散步为主要运动方式的人群，
往往因运动次数不足，强度不够，很难为健康
带来真正的好处。真正要想健身或是减肥的
人，可别看着手机上的步数就飘飘然。

那么，要想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到底该
如何走呢？步行时的快慢因人而异，但太慢没
有效果，至少要中等强度，即年轻人每分钟步
频在 130～135 次左右，中年人每分钟步频在
120 次左右，60 岁以上者每分钟在 100 步左
右，连续走上 30 分钟。

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运动是否达到了
“中等强度”呢？一是利用腕表等可穿戴设备
进行监测。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的心率=最大
心率×60%~80%，而每个人的最大心率一般
用“220 减去年龄”这一公式来推算。所以，运
动时可以通过心率来自我监测运动强度。另
一种办法是“谈话试验”。走路健身时说话自
然，说明强度比较小；呼吸急促、气喘，属于中
等强度；不能完整交流，则属于大强度了。

日行万步
应该怎么走？

上世纪 80 年代，人们购买冬储白菜。

上世纪 90 年代，大学生在食堂用餐。

市民展示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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