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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节奏这么 快 ，加班都加不
赢，
哪儿有时间下楼吃碗面嘛
下楼吃碗面嘛！
！

新潮奶奶
遥控孙女为她点单

外面天气那么 热 ，晒都要晒昏
了，
哪儿有勇气出去吃顿饭嘛
出去吃顿饭嘛！
！

王奶奶今年86岁，是个普通
的成都老太太。
王奶奶在厨房熟练操劳了
一辈子 ，但近几年随着年纪增
长，渐渐力不从心起来：不仅手
脚不利索，忘性也越来越大。
她先是在几年前热油忘了
关火把厨房点燃了，幸好那天她
唯一的孙女在家，及时把火扑灭
了没出大事——但这位少女的
腿在救火中被烧成了二度烧伤，
嗯，双腿很像两根酥皮锅盔，不
得不在家卧床休养了两个月。再
到近两年，每年冬天，王奶奶都
因为做饭时不小心挨到热锅，烫
爆了几件崭新的优衣库高级轻
型羽绒服的袖口。说到这件事，
王奶奶还咨询了院坝头精编裤
脚的“野生裁缝”，裁缝否决了王
奶奶剪掉烫坏的袖口，把羽绒服
改成羽绒背心的提议。好几大百
就这样化为乌有，王奶奶很是怄
了一段时间的气。
于是从今年开始，王奶奶被
剥夺了进厨房的权利。
不进就不进，吃现成的哪个
不安逸？
王奶奶可是很想得通。
但
是刚刚忘了说，王奶奶是个香香
嘴儿。年纪稍轻的时候牙还咬得
动，
王奶奶想吃啥就买啥，
买菜从
来不问价。
现在牙齿不行了，
娃娃
些给她弄的耙耙饭，都是千篇一
律越吃越是没盐没味。王奶奶不
干了，
王奶奶要吃香的！
但王奶奶自从不弄饭了，连
菜市场也懒得去了嘛，只有给心
爱的小花猫割牛腰柳，王奶奶才
会亲自跑一趟。咋个解决王奶奶
的吃饭问题喃？幸好哦，在这个
出门有手机就不怕没现金的时
代，手机拯救了无数饥饿的灵
魂，也拯救了王奶奶。大家还记
得前面那个救火的孙女不？她终
于再次派上了用场，拿出手机，
点开了外卖APP。
王奶奶，作为一个早就熟练
掌握指挥孙女网购纸米油盐的
老太太 ，马上就欣然接受了外
卖APP这种新方式。听到孙女给
她念附近的美食，在云南生活过
10年的王奶奶很快表示，她要吃
米线。
于是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日
子，每天都有外卖小哥端着米线
来敲门。
今天鸡丝米线，
明天三鲜
米线，
不管孙女人在哪儿，
王奶奶
一个电话后再等半个钟头，就能
吃到香香的米线啦。王奶奶很满
意，
给了外卖APP高度的肯定。
王奶奶今年86岁啦，但仍是
个新潮的酷老太太。而我，就是
她那个双腿烧烂（嗨呀，幸好没
留疤哦！
）、被她遥控的乖孙女。
（一个救火少女）

还有，
还有
，还有
还有！
！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个
周末，
周末
，哪个不想躺在床上

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追个剧听个歌
追个剧听个歌？
？

不用想
“今天吃啥子喃
今天吃啥子喃”
”
这个世界难题，
这个世界难题
，
不用
去菜市场讲价买菜，不用在厨房里挥汗如雨
去菜市场讲价买菜，
不用在厨房里挥汗如雨，
，最
棒的是吃完了还不用洗碗，
棒的是吃完了还不用洗碗
，外卖袋提出门一甩

这么简单。

……这一切，
……这一切
，
只需要划划手机

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方圆十几公里内美味

懒惰

的、热气腾腾的饭菜
热气腾腾的饭菜，
，
，帮我养成了一个
新的生活习惯—
新的生活习惯
——喊外卖
—喊外卖。
。

喊外卖，

喊成了
新的生活习惯

（插画 肖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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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栅栏递外卖，特别像在发牢饭
自从入夏，中午去附近的餐馆吃一顿就像洗了一
次澡后，我和小伙伴就再也没下过馆子。这两个月以
来，我们全靠外卖养活。每到中午11点30，我就会准时
拿出手机，
问大家今天又想吃点啥好吃的？
点餐很好办。打开外卖APP，基本都是在常吃的
那几家中做选择。手机传递一圈，每人勾上自己要吃
的，
等到都选好了把手机传回来，
基本只要10分钟。
只有等待是最烦的，尤其是特别饿的时候，要时
不时地看看外卖小哥离我还有多远！3.2公里、1.6公里
……900米、456米、321米……到了！
外卖小哥一来，每个小伙伴都恨不得自己冲下去
拿。对于午饭，我们都是迫不及待的。楼下呢？每到中
午12点30左右，外卖小哥的电瓶车在大厦外一字排
开，整个大楼的男男女女都到这儿来取饭。为了少走
路，取餐小妹和外卖小哥心照不宣地隔着栅栏传递着
外卖——特别像在发牢饭。
提着外卖一路上楼，进了电梯，味儿最大的就是
炸鸡和泡菜，炸鸡带着油香，泡菜如果是酸萝卜就尴
尬了，
酸臭。
有一家米线，我们基本上一周要点三次。并不是
因为它的米线有多好吃，口感有多惊艳，只是因为它
有油炸卤豆腐，
我们简直是盯着油炸卤豆腐吃。
每块卤豆腐大概有掌心一般大，泡在羊肉米线的
汤里，老豆腐像海绵一样吸满了汤汁，一口下去，汤汁
在嘴里四射。天热吃米线更热，但配着洗澡泡菜的白
菜丝丝很开胃，
哪怕出一身汗也爽。
这家米线店也是奇葩，卤豆腐这么好吃每天也不
多做点。
如果卖完了，
我们就会放弃点这家米线。
其实点外卖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大家最八卦的时
光，挤在会议桌上八一八昨晚看的网剧，吐一吐明星
的黑料，
有这些料下饭，
超级香。
（土豆儿）

我们点外卖的也是有鄙视链的
其实我对吃很有要求，色香味必须满足其一。无
奈的是，外卖几乎都完美地绕开我的需求。我点了几
年外卖，拉黑了附近几十家铺子。可是我又很懒，又单
身，实在没有力气和动力出门去吃。没办法，我只能另
辟蹊径的点外卖来自己做。
是的，你没听错，点外卖来自己做。这里的外卖不
是已经烹饪好，放在纸盒子里，黑黢黢、冷飕飕的食
物，而是——新鲜的蔬菜瓜果和红白相间的肉食，是
未熟的。
我确实懒惰，我买的蔬菜都是切好、洗净的，肉食
和海鲜也是打整归一、整整齐齐的。最让人啼笑皆非
的是，连配料也是给我搭配好了的，一个小盒子里装
着三颗蒜，
五颗干辣椒，
一小撮冰糖，
非常的完美。
而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翻炒。
点燃火，倒上油，就把点来的一堆扔下锅了，没有
任何的技术含量，
只需要控制好盐味就对了。
不过你还别说，
虽然自己累得满头是汗，
而且还伴随
着要洗碗涮锅，
但是味道确实是好吃了不少。
色香味俱全
不敢说，
但是至少是热的，
新鲜的，
吃起来没有负担。
心情好的时候，还可以把自己翻炒的外卖拍张照
片发个朋友圈，
迎来几十个人的点赞，
心里美滋滋的。
其实我用这种操作已经有很久了，清蒸的、红烧
的、卤煮的、爆炒的，我都尝试过了，学过攻略，也创新
过，说起来也算是做了不少了，但实话实说，我的厨艺
没有任何提升。反而是我的金钱消耗了不少，你想想，
四条鲜活的耗儿鱼我花了六十块，别人一大锅烧好的
耗儿鱼才五十八，
还送玉米饭和海带汤。
我真的是太亏了。
但是反过来想，吃外卖也有鄙视链的。像我这种
体面的，付出劳动的外卖绝对是上层享受，而且每次
吃起来的时候，都有种美好的错觉萦绕，这不是外卖，
这就是本五星大厨做的，
谢谢。
（墩子工）

微博@小艾：某次团队加班，期间
喊了一个外卖，好不容易送到，竟然一
份餐具都没放！搞得所有人面面相觑，
不知如何下手……
知乎@少昊：
说个高中时候的事。
我
们学校是住宿学校，不准我们在外面瞎
买吃的，
但不禁止家长送饭。
所以每次都
是电话点餐、
支付宝付款，
外卖小哥把饭
送到校门口，我们十分套路的喊声叔叔
或者爸爸接过外卖……从来没有翻过
车。直到有一天，那家店的生意出奇的
好，外卖小哥当着门卫的面尴尬地送了
一份又一份，
那一声声亲切的呼唤，
让想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门卫无可奈何，最
后大叔还是出手了，问：
“你家里二十多
个孩子在这儿上学啊？
！
”
知乎@一点都不腻：有天在爷爷奶
奶家，赖在床上点了杯奶茶外卖。不多
久，有人敲门，奶奶开的门。我在房间里
模糊听到她特别惊喜地拉着人家唠嗑，
问对方是不是我同学，是不是我朋友，
还让他进来坐一坐喝口茶……然后喊
我说我朋友来了让我快起床。我一开始
还想到底是谁？到了门口一看，是外卖
……后来解释了很久才让我奶奶明白，
外卖小哥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微博@韦一笑：小区不让外卖进，
得自己到大门口取。周末蓬头垢面的窝
在家，点完外卖特意洗了把脸，梳好了
头，收拾妥当，就等外卖小哥召唤了！谁
知道对方完全不领情：给你放大门口
了，我还有好几单等着送，没工夫等你
……然后我就在人进人出的小区大门
的门禁旁，
从地上捡起了我的外卖！
知乎@许己：
我家住22楼。
有一回外
卖送到了，外卖小哥打电话跟我商量：
“美女，你能下来取吗？你家电梯坏了。”
我当时脑海里闪现了很多解决方法，最
后还是外卖小哥体恤我，主动提出：
“我
上去，
你下来，
几楼遇上算几楼。
”
我怕人
家小哥吃亏，
还特地说明：
“别，
我动作肯
定没你快，
你在11楼等我。
”
最后，
等我换
好衣服和鞋子，
一打开家门，
外卖小哥已
经到了22楼，
气喘吁吁……
知乎@曹小溪：
有天特别冷，
晚上窝
在家里点外卖，没留意送餐地址错选成
了公司。
发现的时候，
外卖小哥已经快送
到公司门口了……火急火燎地打小哥手
机，
我：
“不好意思，
我不小心把地址填错
了，
我人已经回家了，
要不外卖就送给你
吃吧。”没想到10分钟后，支付宝收到一
笔陌生人的汇款，留言写着：
“我是外卖
小哥，
我吃了，
钱补给你。
”
知乎@墨脱要开：我们学校有个传
统，
就是取外卖的时候为了避免下楼拿，
从二楼上至六楼，都会在阳台拿一个绳
子吊着个袋子或者桶，
把外卖吊上来。
因
为方便，每个寝室里都有这么一个外卖
桶。来送外卖的小哥都会在送到的时候
问你一句：
是吊上去还是下楼拿？
微博@张啊张阿张张张：特奇葩一
件事，我点的餐一直没送到，就打电话
去店铺咨询。原来是餐厅老板和送餐骑
手吵起来了，最奇葩的是老板特平静地
跟我说：然后我就打了骑手……他俩现
在在报警处理这件事，所以谁都不能把
我的饭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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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
假酒的酒侦探
目标：阻止假酒流入市场
穆兰的工作场所位于英国汉普
郡的贝辛斯托克，这里储藏有超过
270万瓶葡萄酒。他是个关键角色，因
为这家公司是世界最大葡萄酒销售
商之一，最贵的酒单瓶零售价可达1
万美元。过去20年以来，随着客户（特
别是中国客户）对高级葡萄酒的需求
猛增，造假者开始瞄准这个行业。
2014年，一个名为卢迪·库尼亚
万的男人因制造和贩卖假酒被判入
狱10年。此人创立了一个葡萄酒工作
室，在那里山寨各种名酒。他的技术
实在熟练，据估计他在2002-2012年
间，制造了市值超过5亿美元的假葡
萄酒。据说直到今天，仍有他当年制
造的假酒在市场上流动，当然还有其
他假酒也混入了市场。穆兰的目标就
是阻止它们进入自家贸易链。
“我们要非常小心顾客从拍卖会
等买的酒，然后付费委托我们储藏或
售卖。”穆兰说，
“ 从这些途径进到公
司的葡萄酒每周就有200例，我们检
查这些酒瓶，考证它们的出厂文件。
我的团队中有两人负责先检查瓶子
上的信息：标签，重量，玻璃质地，瓶
塞，底部的玻璃底厚度等。如果不确
定，他们会来找我，如果我也不确定，
我们就很恐慌了。”穆兰和他的团队
“每两到三个月”就会查出1瓶假酒，
“酒的主人听到这种消息后会很不
安，没有人愿意相信自己被骗了。”

产业：假酒带来了“大量问题”
酒侦探的主要探案工具
在英国一处酒窖里，菲利普·穆兰正在用一个放大镜仔细研究
着一个葡萄酒酒瓶上的商标。之后他把酒瓶放在手中掂量一下，并
用一个紫外线蓝光灯照射瓶身。
“假酒通常比较轻。”他说。穆兰的官
方头衔是“高级葡萄酒认证经理”，实际上，他是英国一家大型葡萄
酒销售商的首席酒侦探，
主要任务是防止任何假酒混入公司。

穆兰，
一家大型酒商的首席酒侦探
编辑 李洁 美编 杨培央

酒侦探正在”
探案
“

造假者的目标通常是那些来自法国波尔多、 要听信含混不清的关于酒出处的回答。
”
古蒂说。
勃艮第顶级酒庄的产品，尤其是年代久远而且产
高级葡萄酒对伪造者有着很高的价值，造假
量有限的上好葡萄酒。这些酒主要经由拍卖的途
者并不满足于只生产假酒，还用奸诈的手段偷窃
径售卖，拍卖行索斯比是这类交易最大的参与者
真酒。几年前，伦敦米其林星级餐厅Pied a Terre
之一。去年经它手拍卖了价值7400万美元的高级
就爆出了葡萄酒失窃的案件。
餐厅老板大卫·穆尔
葡萄酒，
比2015年增长了22%。
说，有葡萄酒伪造商假装自己正为一个俄罗斯富
这家拍卖行的全球葡萄酒总经理杰米·里奇
人工作。
“我们深夜接到一个派对组织者打来的电
说，公司有严格制度防止假酒进入拍卖。
“我们的
话，一个男人说他的俄罗斯客户手头没有Cristal
专家训练有素，会根据酒的出处鉴别真伪，此外 （一种很昂贵的香槟酒）了，也许我们能帮忙。”穆
还有两三个高级专家专门审查高级葡萄酒。我们
尔说，
“他并不介意花多少钱。当时餐厅一个没什
用高倍放大镜查看商标，公司内部的图书馆资源
么经验的工作人员，
以为自己做成了一笔大生意，
还可以帮助他们搜索数据。一旦有必要，我们会
就通过前台把酒卖了出去，
售价为每瓶1200英镑，
寻根溯源，
包括联系葡萄酒的生产者。”
共卖出去三瓶。
一切看上去都很不错。
”
葡萄酒博客作者杰米·古蒂说，
假酒给葡萄酒
穆尔回忆说：
“ 后来一个出租车司机把酒取
产业带来了
“大量问题”
。
他说，
当遇到年代久远的
走，过了几天信用卡公司拒绝支付我们的账单，
瓶装葡萄酒时，
很少有人能给出真酒的参考数据， 因为付款的信用卡被盗了。如今，如果不使用借
因为几乎没人尝过真酒的味道。
“比如说，1945年
记卡，或者用不需输入密码的信用卡付款，顾客
木桐酒庄（波尔多地区最高级的葡萄酒酒庄之一） 在我的店里就买不到酒。”
的红酒很难辨别，
因为真正尝过的人极少仍健在。
就像博客作者杰米·古蒂所说：
“如果你在买
这种酒正是卢迪·库尼亚万们曾造假过的。
如果你
卖葡萄酒时，遇到一瓶好得不像是真的葡萄酒，
打算购买高级葡萄酒，
最好去有声誉的拍卖行，
不
那可能就是假的。
”
（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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