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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面条
卖了730 元

■新闻链接

那些天价的食材

店主表示
其中黄油蟹价值 650 元

网友@小霞，是一位标准的吃货，平日里喜欢
到处寻觅美食，还经常把品尝到的美味拍照放到朋
友圈里共享。昨天，她在朋友圈里吐槽：“吃了一碗
面花了 730 元，超过了我的想象范围。
”
这样的一只黄油蟹要卖近千元。（照片由 JAKEY 提供）

黄油蟹价值 650 元
记者联系到网友@小霞后，
她表示这碗面条的价格确实是
730 元，但面条里有只黄油蟹。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吃的最贵
的一碗面条了！”@小霞同时承
认，她在朋友圈吐槽，也并非真
的是表达不满，只是一种调侃。
因为她和餐馆老板是好朋友，
平时经常去吃饭。没想吐槽在
朋友圈引起不小的反响，这是
她始料未及的。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该店的
老板 JACKEY，他告诉记者，他

的饭店叫“越南咖啡小吃”，专
营以越南菜为主的东南亚菜
系。
“ 我们是老朋友了，她这样
吐槽也不是真的在 DISS 我，只
是对食材不太了解。”JACKEY
同时也承认，他刚看到吐槽时
确实有点不开心，给人的感觉
好像是在宰客，但是沟通之后
就没问题了。
JACKEY 解 释 ，很 多 人 对
于黄油蟹不太了解，为什么看
起来好像青蟹，价格却那么贵。
“黄油蟹只有野生的，而且只有

南方才有出品，季节性强，过了
中秋就吃不到了。”JACKEY 告
诉记者，黄油蟹有“蟹中之王”
的美称，在香港的酒楼每 50 克
要卖上百港元。每逢炎夏产卵
季节，成熟的膏蟹会在产卵时
栖身于浅滩河畔。退潮时，猛烈
的阳光使浅滩上的水温升高，
膏蟹受到刺激，
蟹体内的蟹膏分
解成金黄色的油脂，
然后渗透至
体内各个部分，
整只蟹便充满黄
油，蟹身呈现橙黄色，故被称为
黄油蟹。
蒸熟之后，
蟹盖、蟹爪关

节处均可见黄色油脂，
成为很多
东南亚食客的最爱。
但是这种蟹
在宁波地区并不常见，
吃的人也
不多，
所以有的人即使看到也把
它误作普通的膏蟹，
看到这价格
才会大吃一惊。
“在宁波的利苑，同样的一
只黄油蟹要卖 900 元，还不算
10%的服务费，所以我这里卖
的也不算贵吧？”JACKEY 告诉
记者，很多人把这个事情当成
了网络段子，其实好的食材还
真的值这个价钱。

改成了 4 张桌子，为的就是不让
自己太累。这两天台风影响，他
干脆把店关了，
去休假了。
“我做菜是看客人的，都是
要提早预订的。
不是你想吃什么
我就做什么，
是我想做什么你才
能吃什么。”JACKEY 对记者表
示，他们店里是没有菜单的，都
是随行就市，
按照当季食材来做

菜品的。为此，结识了一批死忠
的客户群，都是回头客，也为此
和网上的很多人互怼。
“ 我的脾
气不太好，
有人在网上评论我做
的东西不好吃，我一定会反击，
所以得罪了不少同行和客人，
不
过无所谓，我自己做得开心就
好，
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
JACKEY 对 记 者 表 示 ，自

己已经到了“大叔”的年纪，把
这个店当成了生活而不仅仅是
生意，所以做得很随性。也许不
被人理解，但这是他自己的方
式。即使网上有人吐槽他做生
意的做派，自己也不在意。
“喜
欢吃的人总会来吃的，服务好
对脾气的人就行了。
”
记者 毛雷君

没有菜单的饭店
说起这个“越南咖啡小吃”
也算是个比较奇葩的店了。这
个位于铁锚街上的小店并不起
眼，但是因为老板 JACKEY 特
立独行的做派而被网友戏称为
“铁锚街扛把子”。JACKEY 说，
他的这个店已经开了将近 4 年，
只做小众消费群体，之前刚刚
重新装修过，把原来的 8 张桌子

神户牛肉：是世界上最有
名气的牛肉之一。作为日本
特产，神户牛肉常常出现在招
待国宾的宴会上，是日本料理
菜谱顶级食材。只有在兵库
县出生、饲养、屠宰的牛才能
取得神户牛肉的合格证，而且
2012 年 前 这 种 牛 肉 从 不 出
口。能够达到神户牛肉品质
要求的牛，每年只有 3000 头
左右，而这些牛只能产出大约
400 公斤牛肉。据说一头在比
赛中曾获金奖的神户牛甚至
叫出了 722 万日元（约合人民
币 50 万元）的高价。
蓝鳍金枪鱼：蓝鳍金枪鱼
是最受欢迎的食用鱼之一。
由于生长缓慢和过度捕捞，如
今全球蓝鳍金枪鱼的数量已
经大大减少。欧盟渔业专家
警告说，如果不限制捕捞，蓝
鳍金枪鱼可能会灭绝。2017
年东京筑地水产市场的首个
交易日的“金枪鱼拍卖”环节
中，一条重达 212 公斤的蓝鳍
金枪鱼的成交价为 7400 万日
元，
约合 450 万元人民币。
极品鲍鱼：鲍鱼是一种名
贵海味，又名九眼鱼，属贝类，
产于海洋中的岩石上，海水越
深，产的鲍鱼就越大，一般来
说，个头越大也就越名贵。日
本、
南非、
越南、
澳洲等沿海国
家都是盛产鲍鱼的好地方，其
中尤以日本青森县出产的“网
鲍”最为名贵。一般好的三头
鲍鱼，单价都超过 1000 元人
民币。

“飞天”
53 度茅台

不是
“断货”
就是
“限购

中秋临近，按照惯例，宁波高端白酒市场又将掀起新一轮的消费热潮。今年，由于领军单品 53 度飞天
茅台“断货”
“限购”
“涨价”消息不断，
使得市场显得更为紧张而别有一番热闹。
53 度飞天茅台行情的飞涨，
也使得 800 元左右的次高端白酒品牌迎来了“补位”行情，
带动销量。

53 度茅台价格“飞天”仍供不应求
昨天下午，在中山东路上的一
家国酒茅台直营店内，记者看到整
排的酒柜上展示着各式中高端白
酒，不过 53 度飞天茅台显示缺货
状 态 ，标 价 为 厂 家 指 导 价 1299
元。该店工作人员王楠楠告诉记
者，53 度飞天茅台已经缺货快小

半个月了。
“距离最近的一次到货大概在
10 天以后，但是预定出去的已经
有近 50 箱（6 瓶装）了。现在再订
货，2 瓶、4 瓶可能还能满足，再要
多一些的话，要等下一次订货了，
大概在 2 个月后。”不过王楠楠告

诉记者，目前该直营店在 53 度飞
限购 2 瓶。
天茅台的购买数量上并无限制。
电商平台上，53 度飞天茅台
在华润万家印象城店，记者看 “断货”
“限购”
也在同步上演。在京
到 53 度 飞 天 茅 台 同 样 标 价 为
东自营平台上，
53 度飞天茅台售价
1299 元，有货但是限购。该店店
1299 元，
限购 2 瓶；
在天猫超市上，
长朱迪旦告诉记者，53 度飞天茅
53 度飞天茅台标注着
“限量现货”
，
但宁波地区已经显示
“无货”
。
台的限购是从 8 月底开始的，单人

在华润万家超市印象城店，包
括五粮液、国窖 1573、剑南春等次
高端、中端白酒也正在进行促销。
其中，52 度五粮液标价 969 元，实
际售价 860 元。
“中秋临近，平时不
大有人买的这种五粮液每天都能
卖出几箱。”现场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
实际上，从去年中秋节开始，
飞天茅台的价格就开始进入上升

通道，零售价格从 900 元~1000 元
快速上涨至 1200 元~1300 元。业
内认为，飞天茅台零售价格冲击
2000 元的历史高点（2012 年春节
前后）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
在茅台的带动下，五粮液、泸
州老窖、汾酒等名酒的高端产品也
价量齐升。
据 了 解 ，7 月 20 日 起 ，国 窖
1573 出厂价从 740 元上涨至 810

带涨一波白酒集体行情
53 度飞天茅台行情的飞涨，
也使得 800 元左右的次高端白酒
品牌迎来了“补位”行情，带动销
量。
在位于福明路上的一家五粮
液旗舰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
前 52 度五粮液标价为 969 元，但
因店庆促销，实际售价为 850 元。
该工作人员称，从 8 月下旬开始，
52 度五粮液销量增长明显。

元；在此之前，52 度五粮液提高至
809 元 ，零 售 指 导 价 提 高 到 899
元。7 月 10 日，水井坊发出“关于
产品价格调整的通知”，将主力高
档及中高档产品典藏、井台及臻酿
八号出厂价每瓶分别上调 15 元、
10 元和 10 元；
泸州老窖 7 月 1 日起
提高 30 年 38 度、43 度，泸州老窖
60 年全品项制单价格 10 元/瓶。
记者 史娓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