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一纵一横”变身四通八达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从 1978 到 2018 年，改革开放
跨过了 40 个年头，呼和浩特市的道
路建设也飞速发展。呼和浩特市的
道路由一横一纵发展到纵横交错、
八车齐行，从“绕来绕去”到四通八
达，让人们出行不再难，回家之路更
轻松便捷。道路建设的飞速发展成
为反映呼和浩特市 40 年来城市发
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40年前，呼和浩特市城区方圆
不到5里地，就中山路一条柏油马路，
去哪儿都凭两条腿走，乘坐飞机出行
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说起呼和浩
特道路的变迁，家住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农大小区的辛先生感触颇深。辛
先生说：“上世纪 70 年代，呼和浩特
城区不过 5里地，骑自行车半个小时
就从东跑到西，从南跑到北。东面走
到东门外，周边就都是菜地。西面到
了旧城北门，附近基本就没有路了。
主干道只有中山西路、锡林路和新华
大街3条，城区四处是断头路，买东西
要步行走到中山西路联营商店，即现
在民族商场的‘前身’，去白塔机场要
绕到新华大街，一路要绕好多小巷子
才能到。”

谈到城市的变化，曾在呼和浩
特市生活工作了 30 多年的刘先生，
从广州再次回到呼和浩特时，最直
接的感受是路变得好走了，从机场
回家仅需 20 多分钟。而过去，从机
场往家走，总得在小街巷七拐八绕
花费 1 个多小时才能到。

刘先生说，这次回来，不但发现
回家的路好走了，还发现过去许多
杂草丛生的荒地，现在都变成了宽
阔的大马路，沿路的花草与高楼大
厦掩映成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原
来的小街小巷都被拓宽了，两侧破
旧的建筑要么被拆掉，要么已修缮，
都变得焕然一新。自己曾经居住的
地方比较荒凉，但是现在也变得繁
华起来，看起来都像市中心了，要不
是有导航引路，这次回来差点找不
到回家的路。

改革开放 40 年间，呼和浩特市
城市建设和改造的步伐从未停止，
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道桥建设突飞
猛进。城区道路已经延伸扩展到城
区周边荒凉地段，不但道路宽阔，街
景也特别美，新建绿化带、街心花园
和周边绿色相映衬，景色如画，到处
彰显着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发展的蓬
勃生机与活力。

2005 年，呼和浩特市道路建设
有了质的飞越，呼和浩特市委、市政
府着眼于发展大交通、建立大网络、

强化主骨架、建设主枢纽，加快了城
市道路建设的步伐，建成了以新华
大街、海拉尔大街、鄂尔多斯大街、
成吉思汗大街、锡林南北路、呼伦
路、昭乌达路、兴安南北路、通道南
北路、巴彦淖尔路等道路构成的八
横八纵八车道的道路主框架，建立
了完善的城镇道路体系，陆续开建
城市跨河桥、公铁立交桥和人行过
街天桥。

2006 年，建成全长近 42 公里
的二环路并竣工通车，使城区内形
成了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
四级道路网络，形成了通畅便捷的
城市道路体系。全长 57 公里的“三
环”绕城高速路的建设也在紧锣密
鼓实施当中。

2007 年，呼和浩特完成新建改
建小街巷 350 条，新建了滨河南路、
新生街及北出城口互通立交桥、海
东路跨东河桥。民族商场过街桥、
通道北街过街桥、太平街跨河桥等
一大批道路桥梁工程开始进行改
造，为大家创造了便捷、舒适的出行
环境。

对 于 改 革 开 放 之 前 的“ 行 路
难”，武川县耗赖山村村民三虎毛感
受颇深，他回忆说，上世纪 70 年代
末，为了到呼和浩特市区看望曾和
自己朝夕相处的知青朋友，他搭乘
了一段马车越过盘山路后，又步行
30 多里路来到呼和浩特市区，从早
晨五六点上路，到下午才到目的地，
三虎毛感觉去一趟呼市就像是一场
长途旅行。

“现在可大不一样了，原来崎岖
的盘山路已经变成了宽阔平坦的公
路，直通呼和浩特市区，出门再不用
搭乘拖拉机或者马车了，坐大巴或
开小车，顺着宽敞的公路前行，有 1
个小时就到呼市了，上了快速路去
哪都近了！”三虎毛感慨地说。路好
走了，去呼和浩特周边 5 个旗县区

都不是那么遥远的事了，畅通的道
路缩短了呼和浩特市区和各旗县间
的行走距离，让说走就走成为现实。

是啊！改革开放 40 年，本着打
造“宜居宜业现代化城市”的先进理
念，按照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
市”的指导思想，呼和浩特着力构建

“市内大循环、外围大辐射、区域大
联通”的现代化、立体式综合交通网
络。经过呼和浩特城市建设者几代
人的努力，将原来 76 平方公里的边
陲小城建设成为 230 平方公里的现
代化草原大都市。

特别是近 3 年间，呼和浩特城
市道路建设可谓突飞猛进，先后打
通了 71 条断头路；建成长 65.3 公里
的二环快速路，在自治区成立 70 周
年之际，完成了少数民族文化体育
运动中心连接线工程、道路维修提
升改造工程和公铁立交桥美化工
程；目前在建的大型市政项目有地
铁 1、2 号线以及三环路、哲里木路、
金海路、金盛路等道路改造提升工
程。目前，呼和浩特市共有城市道
路包括快速路、主次干路、小街巷达
1367 条，总长度 1013.06 千米，总面
积 2949.17 万平方米；立交桥、公铁
立交桥、跨河桥、人行天桥、地下通
道等城市桥梁通道总数 115 座。

四通八达的呼市交通道路，就
如同城市大动脉，贯通全市，汽车、
公交、电动车、火车⋯⋯就像新鲜的
血液为呼市现代化城市发展输送养
分，带来动力。呼市城市道路的改
善，城市环境面貌的变化，既提高了
城市的品质，又提升了居民生活的
质量，为当地留下了许多的顶尖人
才，越来越多的企业到呼和浩特投
资建厂，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呼和浩
特游玩观光。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生 张舒君

饮食文化是人类历史的说明书，
是人类成长的履历表，刻下岁月的年
轮，也留下人类跋涉的轨迹。“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
的餐饮文化。草原上的马背民族以自
己的智慧开发出特色浓郁的蒙餐文
化。

乌兰察布是察哈尔蒙餐的核心
区，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在此碰撞交
融，催生了具有浓厚蒙古宫廷文化色
彩的察哈尔蒙餐，内容丰富、食材多
样，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也
促进了文化的快速融合，其中，餐饮文
化的融合更为显著。创新与传承并进
已是当下蒙餐文化的最大特色。人们
除了品尝传统民族美食如涮羊肉、烤
全羊等，还要探索创新菜品。通过对
各民族饮食精粹的兼收并蓄，反复实
践，大厨们用创新手法不断丰富蒙餐
的内容，让蒙餐成为了内蒙古的一张
亮丽名片。

在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大潮中，
蒙餐文化也在不断精益求精，既要追
求舌尖上的美味，又要追求原料的天
然、纯正、健康、营养、绿色。

乌兰察布蒙亨连锁餐饮有限公司
董事长宝梅花便是蒙餐变迁的亲身经
历者，见证了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

1965 年，宝梅花出生于一个蒙古
族家庭。作为草原的孩子，她从小就
受到蒙古族餐饮文化的熏陶，也注定
和蒙餐结下不解之缘。目前，她主要
在乌兰察布、呼和浩特、上海经营蒙
餐。回顾 27 年的创业之路，宝梅花动
情地说：“1991 年，我在集宁区开了我
的第一家蒙餐馆。当时的餐馆只有
21 平米，我一个人身兼数职，老板、厨
师、员工都是我一人。但是走到今天，
我很感谢那段时光，那就是我最宝贵
的财富。”

在大刀阔斧实行改革的时代背景

下，2003 年，蒙亨的第一家跨区域
性分店——天津蒙亨楼在天津市武
清开发区安家落户；2012 年，宝梅
花又进军金融中心上海市，将蒙餐
文化和海派文化相结合，打造蒙古
族餐饮文化品牌旗舰店——“家在
塔 啦 ”，蒙 语 的 意 思 就 是“ 家 在 草
原”；2017 年 7 月，又在呼和浩特市
打造了皇家宫廷式风格的汗昭格蒙
餐馆⋯⋯随着事业的发展，宝梅花
成了蒙餐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我回来一个星期，起码有 5 天
在‘蒙亨’吃早点，这里的包子，咬一
口，羊肉的鲜味满嘴飘香，奶茶丝滑
入口，东西绝对是好品质，让我感受
到了家的味道。”居住在深圳的池连
生是个地道的乌兰察布人，他对“蒙
亨”的蒙餐，尤其是“蒙亨”的包子赞
不绝口。

宝梅花告诉记者，在她一生中，
母亲对她的影响非同一般，母亲告
诉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做良
心产品，选优质的食材。在她创业
的每个阶段，她都牢记用诚信呵护
品牌。

“食品安全大过天，这么多年
来，每家店的选材，我从来不让别人
插 手 ，员 工 们 都 说 我 是‘ 铁 面 包
公’。”朴实的话语，体现了宝梅花质
朴厚道的本性和诚信经营的理念。

“你可别小瞧了这一个个小小
的包子，它可蕴含着‘大智慧’。从
面粉到羊肉，我们店的选材都是最
好最鲜的，而且拌肉馅的力道也很
重要，为的就是让大家得到舌尖上
的满足。”宝梅花说。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蒙餐文化
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蒙古族美食挑
逗着食客的味蕾。跟过去相比，如
今的蒙餐食材已经非常丰富，但更
具特色的是制作的精细化。经济繁
荣和生活进步，让人们在饮食制作
方面更加精细，煎炒烹炸各种烹饪
技术达到极致，以精细化适应需求
的多元化。

经 过 努 力 ，2017 年 ，“ 蒙 餐 菜

系”正式被列入为中国“第九大菜系”，
这是继我国八大菜系后，又一具有民
族和地域特色的菜系，蒙餐作为极具
民族特色的地方餐饮，折射出内蒙古
及北方民族的深厚历史、文化习俗、社
交礼仪和民族个性。

从蒙餐概念的提出到形成蒙餐体
系，再到今天蒙餐成为中国第九大菜
系，宝梅花说：“我很幸运能够参与其
中，为推动蒙餐发展贡献了一点点力
量。16 年的坚持换来丰收的喜悦，这
是一个非常难熬的过程，凝聚了全区
餐饮人的汗水和智慧。以前，人们以
为蒙餐就是羊肉，可现在蒙餐的菜系
品种已经达到了 1 万 3 千多种！如今，
外地人来到内蒙古，不吃一顿蒙餐就
等于没来过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南屯
牛排、兴安盟的兴安烤羊腿、通辽的库
伦荞面饸饹、锡林郭勒的正宗蒙古奶
茶、乌兰察布的包子和羊杂，不仅仅是
作为食物温暖他们的胃，更是一张闪
亮的名片吸引他们驻足流连，我相信
我们优质的食材和不断进步的烹饪技
术，一定可以使蒙餐立于全国和世界
民族菜系之林。”

从田间到舌尖、从牧场到餐桌的
全产业链实践，成就了蒙餐特有的草
原风味和文化特色。当烤全羊、烤全
牛、烤羊腿、手把肉的香味和着奶茶的
香气在草原上袅袅飘散的时候，悠扬
的马头琴声早已把这蒙餐文化的魅力
传送四方了。

改革开放 40 年来，内蒙古自治区
餐饮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国民经济
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自
蒙餐成为第九大菜系后，又给餐饮业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据统计，2017
年，内蒙古餐饮营业总收入达到 1368
亿元，已连续 4 年跻身全国千亿元大
省，总收入在全国排名第 10 位；人均
消费全国排名前三；占全区生产总值
3.65%；占全社会消费商品零售总额
21.3%；从业人员达 130 万人。全区旅
游总收入的 40%是由餐饮与住宿业完
成的，已成为自治区经济发展的支柱
产业之一。

蒙餐味道从草原飘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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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设中的现代化立交桥。 （呼市建委提供） 随着时代的发展，蒙餐品种越来越丰富。 长寿 摄

现今的成吉思汗
大街。

（呼市建委提供）

特色蒙餐

。

温静雅

摄

草原上的传统蒙餐

。（宝梅花提供

）

如今蒙餐店内拥有现代化的厨房环境。 温静雅 摄

曾经的中山西路。
（呼市城建档案馆提供）

曾经的旧城大
北街。

（呼市城建档
案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