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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吃啥？
蒸菜炒菜、水果饮料、米面汤

粥……

9月2日中午，扬子晚报/紫牛新闻
记者来到了南京市建邺区的一家素食
自助餐厅。一楼几乎座无虚席，二楼的
入座率大约是70%，有50人左右。

进入餐厅，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醒目
的长吧台，不少顾客在此用公用夹子取
餐。一侧是炒素菜，有面筋、扁豆、青
菜、茄子、豆腐、土豆丝等20余种。另
一侧以蒸煮菜为主，还有玉米粥、黑米
粥、银耳粥、酒酿元宵等各色汤粥。中
间稍高的台子上摆放着橙子、哈密瓜、
圣女果等水果，除此之外还有七八种甜
点以及十来种凉菜。

在吧台两侧，摆放着饮料和主食。
这家店提供四种饮料，包括豆浆、玉米
糊、酸梅汤等。主食有米饭、黑米饭、小
花卷、蒸饺等。再向内去，就是一个现

做煎炸食品的吧台，煎饺、煎豆腐、煎蔬
菜饼很受欢迎。

这家店工作日的自助餐是22元/
人，周末价格是24元/人，每天开放午
餐和晚餐，午市晚市价格相同。

记者此前还去过秦淮区两家素食
自助餐厅探访，这些素食餐厅菜品大多
类似，以蔬菜为材料煎炸蒸煮炒，配有
各类主食、饮料、水果，有的店还会加上
素关东煮。每家店的价格从16.9元到
23元不等。

谁爱吃？
顾客涵盖多个年龄段

在建邺区某商业街的这家餐厅里，
记者看到顾客中有小孩、二十几岁的年
轻人、带着孩子出门的中年父母，还有
结伴带着孙子孙女来吃饭的老年人。

南京市江宁区一家店位于地铁口
的素食自助餐厅的经营者告诉记者，

“我们中午11:00开餐，一般11:00-
12:30这个时间段里，客流量是比较多
的。来吃饭的顾客里各个年龄层的都
有，中午的时候老年人偏多，晚上年轻
人会多一些，40岁左右的也不少。”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餐厅
2020年刚开业，品牌在南京共有3家
门店。疫情前3家店合计起来，每天有
2000人次左右的客流量。

距离南京市夫子庙景区不远的一家
素食自助餐厅，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开业时间最久的，至今已经开了五年。
经营者说，“各个年龄段的客人都有，老
年人稍微多一点。中午和周末人多。”

为啥吃？
消费者看中的是快速、平价

最近几年，素食自助餐厅在“素食”
这个相对小众的类目下异军突起。

根据《2020年中国素食餐厅市场

调研报告》，2018年我国素食餐厅行业
市场规模为19.5亿元，2019年为20.6
亿元。头豹研究院分析认为，时代不断
进步，消费者多重需求衍生，全国各地
的素食餐厅经营模式更加多元化，智能
化、网红化等新经营模式逐渐普及。

记者在探访中了解到，健康、美味、
环保、养生是这些自助餐厅打出的宣传
卖点，有经营者称，“公司本着餐桌放
生、保护地球的理念开设了素食餐厅，
开业以来也不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主
要是想通过这样的形式推广素食。”

但对于消费者来说，素食的快速、
平价才是吸引点。很多上班族会在中
午来到餐厅就餐，吃饭速度比较快的，
不到十分钟就能吃完一顿。一位四五
十岁的消费者告诉记者，“一顿二十
多块钱，划算！”也有带着小孙子来吃
饭的年纪稍大的消费者说：“小孩子
觉得新奇，带他来吃吃。味道真挺不
错的，以后不想做饭了还会来。”

联名盲盒月饼，有人喜欢
有人直呼“套路”

今年，一家食品企业与迪士尼合
作，推出了一款联名盲盒月饼。月饼
怎么能出盲盒？难道口味随机吗？
在南京一家盒马鲜生，记者找到了
这款盲盒月饼。盲盒月饼外包装是
印有迪士尼经典卡通形象的纸盒，
纸盒看起来很薄，也不重，上面标注
了“猜猜我是谁”“四款随机”字样，
除了大一些，和市面上的普通盲盒

玩具差不多，售价是25.8元。记
者发现，盒子上还标注了月饼
馅料，有流心奶黄和蛋黄白莲
蓉两种可选，也就是说，月饼
的口味并不是随机的。

小于买了一盒盲盒月
饼，拆开才明白它的玄机：
原来，里面是一个米奇形象
的圆球，再打开圆球，里面才
是月饼。“米奇头挺可爱的，可
以留下来装点小东西。”小于

说，和迪士尼以往出的玩具周边
相比，盲盒月饼的价格挺亲民的，吃

完月饼留下个装饰品，也比普通的纸
盒子、铁盒子有意义。

“又是一个吸引小朋友的套
路。”市民蔡女士告诉记者，迪士尼
盲盒月饼分不同系列，有米奇米妮
等可爱风格，也有白雪公主、美人鱼
等“在逃公主”。蔡女士6岁的女儿
就是个公主控，缠着她买了好几盒，
不为吃月饼，只为集齐自己喜欢的
公主。

老少都排队，最受欢迎的
月饼是它？

除了盲盒月饼，小龙虾月饼、蟹
黄月饼、芥末三文鱼月饼、冰皮月饼、
榴莲月饼等等混搭风月饼依然层出
不穷，在一些大超市、甜品店都有销
售。不过，“噱头”的热度过去后，这
些混搭月饼口碑比较一般。

“喜欢吃小龙虾我可以买小龙
虾，喜欢吃蟹黄我可以买螃蟹，为什
么要强行跟月饼结合？”小张说，一些
猎奇馅料和月饼皮的口感并不搭。
小于也认为，月饼其实更多的是中秋
的一种“仪式感”，这些混搭月饼不适
合送给长辈，年轻人也未必喜欢，月
饼厂家与其拼命做噱头，还不如想想
如何改良传统月饼的口味、降低热
量。

说到传统月饼，有五仁这种几乎
“人见人厌”的，也有特别受欢迎的。
前几天，“上海爷叔拖拉杆箱买近
200个月饼”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不
少网友好奇：苏式鲜肉月饼真有那么
好吃？对此，很多苏浙沪的居民恨不
得马上“按头安利”，告诉外地朋友，
现烤的鲜肉月饼有多香。

在南京，鲜肉月饼同样受欢迎。
新街口一家泸溪河桃酥店的店员告
诉记者，最近来买现烤鲜肉月饼的市
民很多，老人、年轻人都有，经常排长
队。而在河西另一家泸溪河店，一个
月鲜肉月饼的外卖订单就有三四百
包。

鲜肉月饼要现烤热乎的才足够

鲜美多汁，对于家门口买不到现烤鲜
肉月饼的吃货来说，这有点残忍。为
此上海不少老字号动起了脑筋，在网
店售卖鲜肉月饼生胚。从评论来看，
不少人都说买回家自己用烤箱烤一
烤，汁水很足、味道不错。

特别提示>>>
低糖无糖？这些月饼热量也不低

普通月饼高油高糖高热量，这点
众所周知。针对因减肥或者疾病需
要控制饮食的人群，网上出现了不少
低糖低脂无蔗糖的月饼。这些月饼
真如宣传所说是低糖低脂甚至无糖
吗？

在某网店，一款木糖醇手工雪皮
月饼在宣传中提到了“糖尿中老年病
人专用”。记者查询配料表发现，这
款月饼的主要配料是麦莲子、芸豆、
植物油、小麦粉、起酥油等，虽然没有
添加蔗糖，但是小麦粉的主要成分是
淀粉，属于多糖，也是糖尿病人应该
少吃的，“糖尿中老年病人专用”这样
的说法显然有误导性。

另一款生酮定制月饼，营养成分
中虽然0蔗糖、低淀粉，脂肪含量却
有68%，是很多广式月饼的1.5倍，这
么高的脂肪含量，无论是糖尿病人，
还是出于爱美想控制糖分摄入的人
群，都不宜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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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龙虾月饼、蟹黄月饼、冰

皮月饼等等在食材方面的创新，
到为人诟病的“过度包装”，最近
几年，月饼市场越来越“内卷”。
今年月饼界又“卷”出啥新花样？
记者探访市场发现，月饼竟然也
出盲盒了。这样的“噱头”你买账
吗？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刘丽媛

“素食自助”悄然兴起，人均20元能吃些啥
9月2日，素食相关话题在微博引起热议。记者注意到，最近一

两年，素食自助餐厅正在各大城市悄然兴起，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新
晋“网红”，不少美食博主发布探店记录。这些餐厅主打素食，价格
便宜，人均只要20元左右，受到很多消费者欢迎。花20元就能随便
吃？能吃到些什么？记者进行了探访。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王灿

素食餐厅自助餐台上的食物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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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 元/月);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体彩·情报站

体彩大乐透
开出6注一等奖

9月1日，体彩大乐透
第21101期全国开出6注
一等奖，包括1注1741万
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和5注
967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
奖。当期开奖过后，大乐
透奖池滚存至 10.43 亿
元。敬请关注。 苏缇

55 88
每日彩讯每日彩讯
MEI RI CAI XUN

福彩“双色球”（第2021100期）
红色球号码：7 9 12 13 14 29
蓝色球号码：1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8注 7583366元
二等奖 170注 151962元
三等奖 1289注 3000元
福彩“15选5”(第2021235期)
中奖号码：1 7 9 10 14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40注 4271元
二等奖 3766注 10元
福彩3D(第2021235期)
中奖号码:2 5 4
奖等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每注金额
单选单选 795795注注 10401040元元
组选组选33 00注注 346346元元
组选组选66 28692869注注 173173元元
11DD 169169注注 1010元元
22DD 144144注注 104104元元

本期投注总额本期投注总额266266万元万元。。

福彩“刮刮乐”
2021 年 9 月 1 日 江 苏 中 奖 注 数

127623注，中奖金额2607075元。
体彩“7位数”（第21134期）
中奖号码：0 6 6 2 7 6 8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注 32699元
二等奖 8注 8174元

体彩“排列3”(第2123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33 33 22
奖等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每注奖金
直选 730注 1040元
组选3 1198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23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33 33 22 44 00
奖等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37注 100000元
福彩“快乐8”(第202123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22 55 66 1212 1919 2020 2626 2828
3333 3939 5151 5858 6262 6565 7070 7171 7474
7676 7777 7878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以彩票中
心开奖公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