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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特搜�唠一唠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双11”

电商购物节又来了，与往年不同

的是，今年的“双11”变成了加长

版。如今“双11”也成了线下全

民购物节，时下众多实体门店纷

纷加入促销活动，大有抢占电商

“双11”的势头。11月11日，在石

狮服装城和石狮各大商场内，不

少实体店促销正热，人气颇旺。

当天，在石狮服装城内不少

服装品牌店都推出了打折优惠

活动，其中一家打着全场冬装3

折的店铺吸引众多市民进店选

购。记者看到其中一条裤子标

价299元，折后百元不到，对比

一些线上旗舰店的“双11”折扣

价格，十分有竞争力。在德辉广

场内，一些美妆店也推出了满

199元减100元、母婴店满200元

减50元等促销活动，折扣力度

也非常有诚意。

同样在各家大型超市，从柴

米油盐到日用百货，各种促销活

动也是十分丰富，由于品种的多

样性，吸引不少市民前往选购。

其中有超市吆喝“不玩套路、就

讲实惠”，推出购物满111元送

111元优惠券等活动，让消费者

感受实打实的优惠。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城事茶馆

自热食品方便快捷
成市民新宠

“‘双11’买了一堆自热食品，

看来今年冬天不用怕半夜吃不到

一口热乎的了。”市民李小姐是自

热食品的“忠实粉丝”，前不久她

趁“双11”在网上又囤了两大箱某

品牌的自热火锅。李小姐表示，

现在一个人出去吃一顿火锅差不

多要200元，而且一个人去也吃不

了几样东西，还不如在家里吃个

自热火锅，又便宜又能解馋。

和李小姐一样，在“双11”买

了不少自热食品的还有市民胡小

姐，她在“双11”那天，在网上疯狂

下单了各式各样的自热方便食

品，包括自热火锅、自热米饭、桶

装主食等。“不想出门不想买菜不

想刷碗，还想吃火锅吃得开心，自

热火锅就成为了我的最佳灵魂伴

侣。毫不夸张地说，自今年疫情

以来，这些速食简直就是我的续

命神器。我现在囤的自热食品都

够开杂货铺了。”胡小姐说。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自热

食品的出现，避免了一人用餐时

的尴尬，同时也解决了不少用餐

问题。甚至有市民认为，自热食

品的出现，迎合了当代年轻人追

求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不管在

任何地点，一瓶冷水就可以享受

到美食，比起方便面，这类自热食

品多种多样的味道显然更容易吸

引消费者。

然而，也有一部分市民对这

种食品产生疑问，担心自热食品

在加热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用

于盛装食物的盒子均是塑料制

品，在加热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有

毒物质，长期使用，恐造成身体伤

害。

懒人经济升温
自热食品随处可见

大型超市里为自热食品专门

开辟了货架，进口食品店里放在

进门处显眼主货架上的自热火

锅、自热米饭，各大网红卖货直播

间里时常出现的自热小火锅……

前两年“起家”于线上电商的自热

食品开始逐渐进入线下商超，如

今已经在各个渠道都能轻松购买

到。

走访中，在市区几家大型超

市和进口食品店的食品区货架上

都摆放着有“自热小火锅”字样的

商品，上面还有“15分钟即可食

用”“让美味更简单”等广告语。

整排货架上，自热小火锅、自热米

饭品种多样，里面食材内容也很

丰富，荤素搭配。相比于方便面

等速食品来说，自热小火锅菜品

更多，形式也更加新颖。而面对

自热食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问

题，销售人员表示完全不用担心。

此外，这类自热食品价格从

20元到50元不等，主要是由内含食

品的荤素以及种类多少决定。除

了自热小火锅、自热米饭以外，部

分商家的货架上还有自热酸辣粉、

自热螺蛳粉、自热烧烤等不同品种

的自热食品，加热原理也差不多，

而且这类加热食品非常受欢迎。

随后，记者登录一购物平台，

在搜索窗口输入“自热小火锅”字

样，随即出现“懒人火锅”“自嗨

锅”“自助小火锅”等相关产品50

多页。值得注意的是，销量排名

前十的店铺，销量均达到万件以

上，其中一款重庆麻辣火锅有近8

万的销量，而另一种自热酸辣粉

则有21万人购买。记者在我市随

机采访了15位市民，超过75%的

人吃过类似的自热小火锅，大家

选择它的原因基本上也是图方

便。同时，在购买这类自热食品

时，只有极小部分的消费者会稍

加考虑安全隐患问题。

自热食品虽然方便
也有一定安全隐患

这样方便快捷的自热食品，

简直是懒人吃货的福音，虽然自

热食品使用方便，食材可选性也

很大，但是需要按照规范操作，避

免出现安全问题。

据了解，自热火锅的发热包

内含生石灰、碳酸钠和焙烧硅藻

土、铁粉、铝粉、焦炭粉、活性炭

等，加入冷水后，产生化学反应，

在3~5秒钟内迅速升温，释放出大

量热能，并生成部分易燃气体。

此时的发热包温度可达150℃以

上，蒸汽温度甚至可达200℃，保

温时间可达3小时。

此前，关于自热食品在使用

过程中，引起一些安全问题的报

道不少，为了亲身体验自热食品

的安全操作，日前，记者专门选购

了一款销量位于淘宝前列的自热

火锅。按照操作说明，把火锅底

料和所有食材放入上层餐盒，并

加入净水；再撕掉加热包的包装，

将完整的加热包放入底层盒子，

加凉水没过加热包；将上层盒子

叠在底层盒子上，盖上带有透气

孔的盖子。很快，底层盒子就传

出水沸腾的声音，上层盒子逐渐

变得灼热。15分钟后开盖，蒸汽

扑面而来，食材已经煮软，并在进

食过程中持续保持着高温。

那么自热食品在加热过程

中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相关人

士表示，按照规范操作自热食

品，总体是安全的，未按照规范

操作，就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消费者在使用产品的时候，要严

格按照包装上的提示，如果发热

包破损，一定不要使用。同时，勿

将发热底盒放在玻璃上，并且千

万不要堵塞盒盖上的气孔。在高

温加热的过程中也不要去触碰盒

体，避免灼伤。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自热食品走俏市场 成一人食“新宠”

本报讯“我多想是小哪吒，
踩着风火轮，喷出三昧真火，烧死

一切病魔大坏蛋……”这是石狮

实验小学二年级学生郑美美的童

诗《我多想》中的一段话语。日

前，该首童诗在少儿“抗疫情”童

诗征文活动中，从8000多首应征

作品中脱颖而出，和其他73首作

品一起被结集出版。

今年2月份，少先队福建省

工作委员会联合福建少年儿童出

版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童心记

疫，雕刻每一种动人的力量——

少年儿童眼中的战疫”征文征画

活动，共征集到童诗八千余首、画

作一万余幅。经专家评选，74首

优秀童诗被编入《透明的拥抱

——抗疫情儿童诗选》一书。该

书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

协副主席高洪波主编及作序，由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该书

出版后，被选为“2020年福建省读

一本好书”活动的推荐书目。

（记者 林春凯）

少儿“抗疫情”童诗征文
石狮一小学生作品入选

本报讯 这段时间有到蚶江镇卫

生院就诊的市民一定发现了，在该院

入口处增设了一个健康主题公园，这

将进一步有效提升群众的健康意识

和患者的就医体验，帮助患者更快更

好地康复。

据了解，这个主题公园于半个月

前建成并投入使用，该公园以健康为

主题，寓健康教育与休闲游览、体育

锻炼、急救知识、避灾救灾知识普及

于一体，公园内建有健康知识宣教区

及体育锻炼区域等，致力于全方位、

全周期服务人民健康。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蚶江镇卫生院增设健康主题公园

不用火、不用电，只需一瓶水，就可得到一“锅”香飘四溢的美食，近年来，一种方便快捷的“自热锅”食品

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不过，由于自热食品的发热原理是发热包和水的化学反应，因此，按照规范安全操

作十分重要。如今，这类自热食品在我市各大超市、进口食品店内随处可见，市民在感叹这类自热食品方便

快捷的同时，也担心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和塑化剂超标等问题。

“双11”快递“提速”
你的快递收到了吗？

超长版“双11”购物狂欢已落幕，但对于快递行业来

说，众多的“双11”包裹正陆续“砸”来。11月13日晚上10

时许，在嘉禄路上一家快递站点的工作人员还在忙着分拣

快递。据介绍，这些几乎都是“双11”的快递包裹，和往年

相比，今年“双11”不仅快递高峰提前，而且消费者的收件

速度也得到提升。

“今天才12号，我就收到了十几件‘双11’买的快递包

裹，今年快递也太给力了。”近日，市民蔡女士在朋友圈发

布的消息立刻引来其他人的热议。采访中，有市民表示，

今年“双11”的快递派件速度比外卖还快，“我凌晨付款下

单，上午9点多就接到快递员派件电话了。”市民李女士说，

今年这么快的派件速度确实让人感到意外。

为何今年“双11”快递派件速度提升了？我市一快递

站点负责人小刘表示，之所以“快递比外卖还快”，主要是

因为今年电商平台采用“预售前置模式”。在消费者支付

定金时商家即开始仓储生产，预售商品将会前置到距离消

费者最近的快递站点，待消费者支付尾款后，快递小哥可

立即进行“最后一公里”的配送，确保数分钟内即可完成收

货。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冬季服饰优惠力度大 吸引市民购买
■城事动态

高甲戏，作为闽南民间喜

闻乐见的剧种，主要流传于闽

南地区，港、澳以及台湾和东南

亚华侨聚居地。在近现代传统

戏剧走向没落的大潮中，高甲

戏也未能幸免，不过仍然有一

群“铁粉”依然在追逐着他们的

高甲戏表演梦。

今年是李少鸿参与高甲戏

演出的第40年，18岁开始学习

高甲戏的他，从小生演起，进而

演绎文武老生、二花、大花。戏

里戏外，角色随他一起成长，如

今五十八岁的他，已记不清参

与过多少场演出，但正是这些

数不清的演出成就了现在的李

少鸿。

回忆起与戏曲的结缘，李

少鸿说，小的时候，在台下看着

台上的高甲戏演员们精彩地演

绎着各种精彩故事，是他最开

心的时刻，也在那时候，他下定

决心要成为一名高甲戏演员。

刚进入高甲戏剧团时，他只有

18岁，因为年纪小，再加上外形

不错，所以他当时扮演的角色

基本都是小生。在二三十年

前，高甲戏可以说是十分受欢

迎的民间表演。李少鸿清楚地

记得，那时候交通没那么便利，

再加上高甲戏表演的道具都需

要装上几大箱子，他们出行的

交通工具多是手摇拖拉机，“基

本都是箱子先上，我们演员再

坐到箱子上。”李少鸿笑着说，

万一碰上下雨天，比起担心人

淋湿，他们都是先保护道具箱

子不被雨淋湿。

高甲戏表演除了服装道具

外，最重要的便是妆容，而为了

配合不同人物形象，高甲戏演

员在妆容上都要特别下功夫，

多年的表演，也让每一位高甲

戏演员掌握了各种化妆技巧。

李少鸿对于高甲戏脸谱化妆的

流程，早已轻车熟路。首先铺

底色三种，嫩肉色、白色、黄色

三种颜色调制，可根据自身肤

色微调；其次盖粉，在底色的基

础上，盖上特制戏剧化妆粉固

定妆面；然后，以黑色涂眉毛，

胭脂抹脸颊。“眉头一耸，计上

心来。”李少鸿补充道，眉头在

脸谱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勾脸

时要突出眉宇间的线条和色

彩，在能耸动的部位下笔。

尽管流程大体如此，但是

高甲戏化妆也有相对个性化的

一面。演员脸型的不同、个人

喜好因素、所演人物性格特点

都将影响到演员的化妆，呈现

出的是颜色浓淡差异、细节处

的修饰不同等。因为高甲戏表

演对于妆容要求很高，而这样

一个精致的妆容，画起来都要

费些时间，所以如果碰上需要

“赶场”的演出，演员们就要带

妆一整天。“我试过一个妆带了

十多个小时，那时候还是夏天，

一流汗妆就会花，所以要时刻

注意补妆。”李少鸿说，长时间

带一个妆对于高甲戏演员来说

还不算太糟，他们最害怕的是

一场演出里要同时扮演不同的

角色，那就意味着他们的妆容

要在短时间内不断更换。

在近四十年的高甲戏表演

里，李少鸿几乎是天天都在开

工，“高甲戏虽然不像早期那么

受欢迎，但是这么多年来也还

是有一定的观众，这对我们来

说就是一种鼓励。”李少鸿表

示，每一场表演观众的热情反

应总能带给他感动和坚持下去

的动力。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台前幕后 高甲人生

本报讯 11月15日，我市十几位爱心人士前往宝盖镇

前坑村一贫困家庭范素勤家中慰问，给他们送去生活用品

和5500元慰问金。

据介绍，范素勤家中一共有六口人，她的儿子和儿媳

妇都是残疾人，丈夫因为两腿膝盖关节磨损，造成行动不

便，而孙女、孙子年纪尚小，范素勤成了家庭唯一的收入来

源。然而在前坑村从事环卫工作的范素勤，一个月工资要

支撑一大家子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容易。在一求助网上了

解到范素勤一家人的事情后，我市一爱心人士蔡先生便通

过微信群开展接龙募捐活动，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为

范素勤一家送去冬日温暖。

当天下午，蔡先生一行人将一大堆慰问品送到范素勤

家中，嘘寒问暖，了解其家中的具体情况和需求，并将慰问

金亲手交给范素勤。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知道范素勤本人有严重的腰间盘

突出，蔡先生他们还带了专业中医医生，现场为范素勤和

她丈夫针灸，缓解他们身体上的不适。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李少鸿（右）与同事共同演绎《管甫送》

爱心人士慰问
前坑村一家庭贫困户

日前，一则#抱歉我没带着实体钱#的话题冲上热搜，

网友纷纷惊觉：虽然自己每天都在花钱，但已经好久没从

口袋里掏出过现金了！

近日，有市民表示，电子支付确实给大家的生活带来

了很多便利，但也有二维码“照顾不周”的地方，需要现金

来“救场”。

“搭个车，司机竟然只收现金，真的很尴尬了。”近日，

市民易先生在市区搭摩的，到达目的地后，易先生想用手

机扫码支付，结果摩的司机说自己只收现金，这一下让易

先生有些慌了。“现在几乎都是手机支付，我已经很久没带

现金出门了。”易先生说，还好当时旁边有一家便利店，最

后他在便利店和商家套现，才完成了支付。

当下电子支付盛行，许多人出门已经养成了不带现金

的习惯，然而仍有一部分人，依然习惯用现金支付。“我到

现在还是习惯现金支付，用电子支付总会让我花钱花的有

些失控。”市民郭女士说，虽然电子支付很方便，可是她更

喜欢掏钱付款的方式。

郭女士认为，现在许多商家为了方便都会建议消费者

电子支付，但是这对于部分不精通电子产品的老人来说，

难免有些困难。“我婆婆之前去买菜，因为买的不多，老人

又只有一张百元大钞，对方说找不开，就让她扫码支付，可

是我婆婆不会。”郭女士说，他们之前也指导过家中老人用

电子支付，但是老人觉得不需要密码就把钱支付出去的付

款方式，担心不安全。

采访中，对于电子支付和现金支付哪一个更好，市民

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是日常消费用电子支付

更方便一点，但是有一些情况还是需要现金更显诚意。”市

民林小姐说，比如婚宴、寿宴、逢年过节，虽然也可以手机

转账给红包，但是当面送现金红包显然更喜庆，也更有人

情味。 （记者 蔡怡婷）

电子支付盛行年代
你多久没用过现金

■百姓故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