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讨论热烈，线下门店情况如
何？羊城晚报记者近日走访广州多家
线下门店发现，相比于顾客稀少的
H&M，国产品牌门店热度明显上升。

3月 25 日记者走访了广州天河城
的李宁店铺，在工作日下午来往的年
轻顾客仍然不少，一楼收银台处还排
起了结账的队伍，樱花限定、敦煌博物
馆联名等款式摆放在一楼显眼的区
域。据店员介绍，当天到店顾客数量
明显比前几日增多。在国外留学的陈
同学近期回国后，来到该店选购，他告
诉记者：“我在国内就买李宁，前几年
开始喜欢上这个品牌，近几年他们的
设计越来越好看了。国外的同学看到
我穿李宁的鞋子，也说很喜欢。”陈同
学认为，本土品牌李宁有取代国外品
牌的实力。另一位顾客何先生表示，
选择李宁主要因为设计款式好看，性
价比高，“之前不怎么买国外品牌的产
品，了解到该事件后，更不会再主动购
买。”

事实上，被称为“国货之光”的李宁
近几年频频登上国外时装周，忠实消费
者越来越多。李宁集团近期发布的

2020年全年业绩显示，2020年全年，集
团收入较 2019 年上升 4.2%至人民币
144.57 亿元。国内另一知名运动品牌
安踏体育 2020 年集团收益同比上升
4.7%至人民币 355.1 亿元,连续 7 年保
持增长。

广东服装企业、快时尚品牌UR近
几年发展迅速，多次进入双十一销售的

“亿元俱乐部”，其新颖的设计也俘获
了不少消费者的心。记者26日下午走
访UR广州正佳广场旗舰店，该店由三
层组成，其中负一楼和一楼是男女装，
二楼则为包包、配饰和促销区，在一层
的试衣间及收银台处均排起了队伍，而
在二楼更是人头攒动。市民张先生表
示：“当然要支持国货，而且国产的衣
服尺寸更适合自己的体形。”

受事件影响，越来越多的品牌更
加明确了自己的定位。“例外”负责人
表示：“‘当融汇东西’成为当代服装创
作的共识，坚持创新原动力，以优质

‘国货’为核心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原创力
量加入助力中国原料、中国设计崛起
的队伍中来。”

全球棉花看中国，中国棉花看新疆。我
国是世界最大棉花消费国、第二大棉花生产
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新疆棉花
总产量达 516.1 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
87.3%，约占世界棉花产量20%以上。

据了解，新疆的棉花以优质长绒棉为
主，也叫海岛棉，这种棉花纤维长、强度高。
从这种棉花的生长环境来看，首先，新疆有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夏季温差大，阳光充
足，棉花生长时间长；降水不多，纤维不会受
降雨影响而显得洁白有光泽，冰雪融水可以
用于灌溉，能够有效保证棉花的所需水分。

其次，新疆棉田的防治虫害技术到位，
生态环境不适合害虫繁衍。此外，据新疆农
业部门发布的 2020 年数据显示，新疆棉花机
械采摘率已达69.83%，其中北疆95%的棉花是
通过机械采摘。生长环境优良加上技术成
熟，保障了新疆棉花品质属于世界顶级，因
此新疆长绒棉做衣被，暖和、透气、舒适，长
年供不应求。

中国棉花质量有多好？消费市场可以体
现出来。3 月 26 日，淘宝主播薇娅在直播间
为新疆长绒棉公益带货，该场公益直播 1 小
时内约有 1200 万人次在线收看，仅 1 小时就
帮助销售价值约2352万元新疆棉制品。

国产女装品牌茵曼常年坚持采用新疆棉
花，茵曼品牌相关负责人接受羊城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该品牌服饰所选的新疆长绒棉
纤维长 33-39mm, 比普通棉长约 35%，性能远
优于其他棉花。

广东原创设计师品牌“例外”的相关负
责人则告诉记者，正是因为新疆长绒棉纤长
柔韧、纯净素洁的卓越质感与创新可塑的价
值，“例外”长期将其作为核心面料，并深入
挖掘新疆长绒棉的多样性，研发出多种具有
品牌特色的面料。在保持其吸湿透气、和润
亲肤特性的同时，善用提花、苗绣、冷染等工
艺，使得棉的表面肌理、纹样异彩纷呈，获得
更高的审美艺术价值。

作为潮州人的李琳告诉羊
城晚报记者，潮州的清明美食
代表着自己童年的美好回忆。
踏青采桑是她可以借机出去疯
玩的活动，“小时候每到这个时
节，外婆就带我们出去摘树叶，
磨米浆，做粿子”，“朴籽粿”是
潮汕地区的清明时令小吃。

青色的粿子像抹茶，但入
口若有似无的朴树味道，比抹
茶更清香，如流动的青草气
息，虽不惊艳，却有绵绵不绝
的清新味道，带着满满的春天
气息，让人惦记。而自家的院
子还有桑树，把桑葚摘下来可
以泡酒，也可以加糖、加蜂蜜
做成果酱，兑水后就可以做成
一杯酸酸甜甜的应节饮品。

除此之外，还有肥嫩鲜美
的清明鹅。清明前后的鹅比
过年时的老鹅个子小，但因为
开春以来草先于其他树木抽
芽、长叶，所以这个时候的鹅
食过青草后会长得特别肥美，
因此在当地有“清明前后吃鹅

会胜过一切山珍海味”的说
法。

“还有清明螺，可以用来
炒和焖菜，还可以加中药石斛
煲汤，以前这时候外婆会煲石
斛石螺汤，据说能养肝。”李琳
记得以前外婆家的院子种了
很多花，还有药材和果树，每
个季节都有应节的东西，有些
花可以直接用来泡水喝，也可
以用来煲石螺汤。

台山人谭楚明说，他们老
家的清明美食是行山糍。行山
糍分白糖糍和黄糖糍，口感软
糯弹牙，一般在清明拜山祭祖
时食用。

粤菜师傅李锦强介绍，他
知道的各地清明节必吃食品
包括：青团、艾糍、艾叶粑粑、
暖菇包、润饼菜、馍、鸡蛋、芥
菜、子推馍等，不同地区的应
节小吃都不同，其中艾糍、暖
菇包、润饼菜、子推馍是客家、
福建闽南、陕西地区的清明传
统美食。

位于广州佛山大沥的鸿福
山庄，在清明节推出了不少应
节菜式：金丝荞炒黄沙蚬肉、棱
角马蹄慈姑炒草鸡片、柠檬丝
紫苏焗禾虫、桂花凉粉等。

岭南民俗学家饶原生表
示，国人活在自然中，根据节气
时令变化会不断调整自己的饮
食架构，不光是清明，24节气
都有很多时令“必吃美食”。不
时不食，比如，清明虾在那时是
最鲜美的，会吃的广东人当然
不会错过这一刹那的鲜味。

粤菜师傅李锦强也表示，
清明节的意义既是缅怀也是
祝福，人们祈求在世的生灵在
逝去先人的保佑下能顺利度
过余生和生活的各种劫难；番
禺南浦坭塘家宴主理人郭锡
文坦言，虽然，现在有不少传
统礼数都失传了，但希望年轻
一代能通过传统美食这个媒
介牢记清明祭拜的意义，让更
多人知道尽孝、珍惜眼前人的
意义所在。

购
2021年4月1日/星期四/ 民生新闻部主编/责编 施沛霖 / 美编 李焕菲 / 校对 赵丹丹

A15爱

2021年4月1日/ 星期四/ 民生新闻部主编 责编邓伟东 / 美编 李焕菲 / 校对 赵丹丹 A15食美

受热捧的新疆棉花
优点都在这里

文/羊城晚报记者 徐炜伦
在众多国外品牌拒用新

疆棉花事件曝光后，包括有安
踏、李宁、鸿星尔克、海澜之
家、美特斯邦威、森马等不少
国产品牌发声支持国产棉花，
国货市场受到热捧。

其中，广东女装品牌茵曼
在 3月 26 日上午通过官微发
声支持新疆棉花，当天，茵曼
品牌相关负责人接受羊城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茵曼创
立至今 13 年，一直坚持采用
中国棉，2020年，茵曼全年棉
料采购占比为面料的70%，其
中，新疆棉占比约80%。截至
目前，达到了产品 100%采用
国棉的水平，且每年采购量不
断递增。”对于此次事件，该负
责人表示：“茵曼立场坚定
——力挺国棉！”

据介绍，茵曼近期策划了
一场“挺国棉”的专场活动，目
前在淘宝的茵曼旗舰店直播
间与产品页面都挂上了专属
贴纸。截止到 3 月 26 日 18：
00，茵曼微信小程序销售额有
近5倍增幅。记者了解到，茵
曼以“棉麻艺术家”为定位，
2013年双十一期间，其总销售
额位居女装类目第一。此外，
茵曼更曾连续多年位居天猫
和淘宝的女装品牌销量前列。

广 东 原 创 设 计 师 品 牌
“例外”相关负责人接受羊
场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
品牌使用新疆长绒棉的历史
已有近二十年，“谈及新疆
长绒棉，自有忆起‘老友’的
亲昵与欢欣：它不仅是一种
高品质的纺织原料，更是志
同道合、相协共进的同伴。”

记者了解到，“例外”创始
人毛继鸿还是广州知名书店
方所的创始人，将服饰与书店
相结合，让品牌做到了“出
圈”。自去年起，方所已经开
始以服装为主题做一些线上
的直播。毛继鸿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不管是做服装品
牌，还是文化品牌，都需要向
社会、向消费者输出被他们认
可的价值。

走访线下门店 市民力挺国货

近日，闹得沸沸
扬扬的 H&M 等品牌
拒 用 新 疆 棉 花 的 事
件，让国人愤怒。事
件一出，天猫、淘宝、
京东、拼多多、唯品会
等电商平台均下架了
H&M的商品，大众点
评、小红书等生活平
台 也 无 法 搜 索 到
H&M 的 相 关 结 果。
该 事 件 涉 及 品 牌 众
多，包括耐克、阿迪达
斯、优衣库等，在国人
纷纷抵制这些涉事品
牌的同时，也带热了
国产品牌的市场。

在小红书上，不
少 网 友 晒 出“ 替 代
H&M 们的清单”，一
众好看、好穿、物美价
廉的国产品牌逐渐进
入了消费者的视野当
中，成为“购物车”里
的新宠；淘宝上，也设
置有新疆棉花专场。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梳
理部分国产品牌，走
访 多 家 线 下 门 店 发
现，不少品牌有着较
长的使用国产棉花的
历史，同时对消费者
的吸引力并不亚于国
外品牌。

还找不到H&M们的替代品？

这些品牌这些品牌全全是是““中国造中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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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中国重要的
“时年八节”之一，
斗指乙（太阳黄经

达 15°）为清明节气，
一般是在公历 4月 5日
前后。这一时节，生气
旺盛、阴气衰退，万物
吐故纳新，大地呈现春
和 景 明 之 象 ，除 了 禁
火、扫墓，还有踏青、荡
秋千、蹴鞠等一系列民
俗活动。

在岭南地区，广府
人家也有在清明时节祭
祖思亲、踏青插柳及以
乳猪,清明荞、虾、甘蔗,
艾糍为主的清明饮食文
化。

文文//图图 羊城晚报记者羊城晚报记者 徐炜伦徐炜伦
实习生实习生 刘灏文刘灏文（（除署名外除署名外））

坚持使用国产棉花
称新疆棉为“老友”

人间烟火味
思念情更浓
——收好这份广府人清明必吃美食清单

清明时节“气清景明”，人们纷纷“祭
之以礼”。祭祖传统习俗中，若有一只红
皮赤壮的烧乳猪除了彰显祭奠仪式的隆
重和表达对先人尊重之意，还含有祈福健
康的愿望。

潮皇推出“祈福金猪”，酥脆的金猪
皮，蘸点白砂糖再吃，满嘴香脆清甜，肥
而不腻。商家表示，他们推出的金猪原价
898元/只，如果提前预订可立减200元，
仅需698元/只。

长隆集团在清明期间也推出了金猪
优惠套餐，即日起至4月19日凡订购688
元的清明祭祖迷你金猪（4.5-5 斤/只）和
988 元的鸿运金猪（8-10 斤/只）送“黄金
大发糕”1个或“祭祖莲蓉包”一打（二选
一）；凭购买订单收据底单，到购买金猪
酒店指定的餐厅消费（午/晚餐），可享受
全单减免100元优惠。

除了祭祖，清明时节，广东人会选择
烧猪肉作为餐桌上的美味，近日，广州不
少餐厅纷纷用它设计出不同的创新菜式。

冰烧三层肉是传统粤式烧腊的经典
菜式，也是米其林一星餐厅愉粤轩的经典
招牌菜，表皮香脆可口，肉质肥而不腻，
让食客食指大动。做传统粤菜出身的餐
厅主厨麦志雄不受经典菜式桎梏，在菜品
创新的道路上大胆尝试，推出招牌菜“冰
烧三层肉拼海蜇花”。

餐厅选用两百斤左右的黑毛土猪肉
入馔，整只猪只取 30×25 厘米五花腩肉
部位，每块肉仅可做出数个“例份”。腩
肉经过清洗、汆烫、腌味、风干后，先用高
温烧制，再用慢火逼出油脂，层次分明、
肉质鲜嫩有汁。

与三层肉搭配的海蜇花烹饪过程同
样费劲心思，“飞水过冰”之后，用鸡汁、
醋、辣椒油等调料拌匀，口感脆爽、消解
油腻，与冰烧三层肉能达成较好的平衡。
这道菜还是首版广州米其
林美食指南晚宴的席上菜
之一，广受食客好评。

近些年来，广东人吃
烧猪的吃法也花样翻新。
例如将烧猪和牛杂、老鸡
等食材一起炖煮做乳猪火
锅；又如把烧乳猪片开，将
米饭塞进乳猪腹中，以锡
纸封住再以炭火烤之。

广东人的清明节，简
简单单一只烧猪，不管是
从历史渊源、制作方式还
是食用方式都大有讲究。
大家不妨在家又或者到广
州各大餐厅亲身体验一下
丰富多彩的广府传统清明
美食文化。

广东人尤其是珠三角一带
居民在清明节有吃甘蔗和清明虾
的习俗，而吃清明蔗还是拜山祭
祖的“指定动作”。

关于清明蔗的由来，有民俗
学家介绍，在岭南，春季各种物品
容易发霉，而甘蔗渣又特别易发，
所以，祭拜的人会在祖坟前大嚼
甘蔗，还把甘蔗渣吐一地，是要取

“家山易发、家人必发”的美好寓
意。

为此，广州不少餐厅清明期
间在这两款食材上可谓做足功课
——虾饺妹的招牌菜是虾以及各
种与虾相关的点心和菜品。清明
时节，不时不食，店家于是围绕清
明虾大做文章，其体育东店推出
新潮、贴题又美味的“清明蔗酥炸
鲜虾球”。厨师把鲜美虾胶裹在
清明蔗上然后裹面包糠油炸，外
脆里嫩鲜甜弹牙，堂食或打包作
为拜祭时的小吃都十分应节。

七寸飞动物园店的招牌菜油
焗大虾成为该餐厅近期的主推菜
品，大大只罗氏虾，三四只就接近
一斤重，店家用秘制酱汁和油煎
焗，那种香味不少老饕都会大呼：

“这种味道还真没吃过！”大虾肥
美“爆膏”，厨师把控火候刚刚
好，虾肉鲜甜爽口；如果你运气

好，一只虾你除了能吸吮到多多
香滑黄膏，还能吃到一整块鲜红
鲜香的红膏。

同样，长隆熊猫酒店在清明
期间推出粤潮早茶放题活动，从
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每天 10:30-
16:30 全场茶点任点任食，除了
传统粤式点心，还有清明相关的
应节食品——

正所谓：“一夜东风吹雨过，
满江新水长鱼虾。”清明前后虾肥
带子，作为广东早茶“四大天王”
之首的虾饺，该酒店推出的翠绿
鲜虾饺，以菠菜汁调色虾饺皮，蒸
熟后由于褶皱处颜色较深，让虾
饺呈现渐变色彩，皮薄馅靓，一口
下去鲜味流汁，虾肉爽脆肉弹牙，
春天的感觉让人赏心悦目。

清明蔗是清明时节有代表
性的食物，熊猫酒店为此“ 玩
出”新花样。由于他们是亲子
酒店，顾及小童客人的牙齿尚
未发育完全，可能会咬不动比
较硬的甘蔗，为了让小朋友记
住清明时节这个有代表性的食
物，在早茶放题活动中，厨师别
出心裁加入蔬菜汁，让“ 油炸
鬼”呈现翠绿色并做成甘蔗模
样，还命名为“ 掂过碌蔗油炸
鬼”，美味又有趣。

传承传统仍需重视 习俗饱含人文关怀

金猪祭祖：品种丰富丰俭由人 清明蔗、清明虾：美好寓意心中留

潮皇的潮皇的““祈福金猪祈福金猪””

惠爱酒楼的鸿运有米猪惠爱酒楼的鸿运有米猪

七寸飞的“网红”
招牌菜——油焗大虾

邓伟东 摄

虾饺妹的清明蔗酥炸鲜虾球

掂过碌蔗“油炸鬼”

长隆熊猫酒店的翠绿鲜虾饺

五谷杂粮青团五谷杂粮青团
清

“例外”运用优质国产原料，为服装注入特别的温度 图/商家提供

广州天河城共三层楼高的李宁店铺

广州正佳广场的 UR 门店有不少顾客选购 SUPIN 速品广州万菱汇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