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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戏戏说说说

“杠子头”是剪子巷开设
的评谈说理栏目，互动方式
有三种：注册微博齐鲁(http：//
tr.qlwb.com.cn)“杠子头”织围
脖；话题投稿：q l w b j z x @
163 .com；QQ群：107866225。

┮┮谁谁愿愿买买烂烂菜菜叶叶子子

@刘震：剩下的帮可以喂鸡啊，
没办法，谁让白菜这么贱，剥了皮好
卖点。

@高晓恩：这也是很无奈的
事情，没有人愿意买烂白菜帮子
回家。

@马修：萝卜快了不洗泥，白菜
多了要剥帮，是天经地义的事。

@金鑫：菜农剥菜帮是一种自
救行为，求卖相好看，市民剥菜帮是
为了省下回家再麻烦，这个天大家
都是在吃白菜，可以将心比心，没多
少人是真要多剥几层帮吧？

@陈小二：外层烂菜帮本来就
是该剥的，有农药、干燥、破损等种
种原因，是自然损耗，在一定程度内
都是正常的。

@李允青：大白菜本身就是“心
里美”，都喜欢吃嫩的白菜心，没有
人愿意吃白菜外面多帮的叶子，白
菜本身是地里长出来的，外面的帮
子剥去还可以回归自然，并不污染

环境。
@赵鹏：白菜遭遇一层层被剥

掉菜帮子的命运，还是因为它贱，5

元一斤，你剥剥菜帮子试试，卖菜的
不跟你急了才怪！

@钟倩：剥点白菜帮，无可厚
非，毕竟现在不是困难年代了，如果
过于计较，那就是矫情！

@李瑞章：在买卖自由的情况
下，买卖白菜是否可以剥叶剥帮，只
能由卖者和买者自主协商，不用他
人过多指责。

@程占新：在我们老家，每年卖
白菜的时候，都会剥掉很多白菜帮
子，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与白菜价格
贵贱、产量无关。

@郑三运：要想白菜不被剥帮，
首先菜农要把好关，从田间收菜时，
就要将不能食用的帮子剔除掉，转
到农贸市场后，商贩要有针对性地
再次加以把关，确保所卖的大白菜
无污染。

格精论

┩蹈灯

话题来源

一棵白菜需要很多“帮” @张庆金
格杠上花

唐王大白菜的话
题贴近市民，大家纷
纷对此发表高见，很
多市民还 剖 析 了其
中 的 根 源 ，头 头 是
道。由于来稿太多，
版面受限，很多观点
没有采用，请大家谅
解。

结合实际情况，
理智地来看唐王的
大白菜，正像市民刘
喜林所说：一切都正
常，不必瞎慌张。局
部销售难，年年都这
样。产销绝对准，除
非诸葛亮。大白菜的
问题，归根到底是市
场的问题，然而有了
市民的关注，白菜帮
子可以少受伤，市场
可以更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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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了了心心疼疼，，手手下下留留情情

@吕允山：那一层层剥下来
真让人心疼，不疼别的，白花花的
白菜就这样都瞎了，谁都疼得慌。
买白菜时有位大姐让保留着绿菜
叶，说是绿菜叶经过充分的光合
作用才有营养，看看，这才是真正
会吃菜的。

@flm：那些买白菜剥菜帮的，
真有些过分了，请珍惜菜农的劳
动。

@刘少强：白菜有百财之意，而
今却相差甚远啊。这么便宜不够水
和肥料钱，如此还要接受剥皮之痛，
真是看得心痛。

@郭汉杰：白菜在储存期间外
面的一层自然会干缩，所以买白菜
还是别剥菜叶或少剥，这也是珍惜
菜农心血的体现。

@孟庆安：小麦不值钱我们就
可以不吃馒头皮吗？此法不可取。
亲，别剥那么多白菜帮了。

@张庆金：在菜市场放个警示
标语：“不要剥帮了，给菜农尊重
吧”，让剥帮的行为人人唾弃。

@王婷：白菜外层叶子冻了、烂
了，确实不能吃了，剥就剥了吧；如
果已经被菜农剥得白白嫩嫩了，就
请适可而止吧。

@张颂华：从菜地拉到市场的
白菜都是剥过一层皮的，根本不用
再剥。手下留情吧。

@林荣耀：要看买卖双方的约
定，如果是擅自剥，那是道德缺失和
欺负人，应该受到谴责啊。

@张洪雷：不剥白菜帮的N个
理由：深知白菜来之不易；白菜帮
受光照时间比白菜心多，营养相
对丰富；白菜帮的外皮比较干、含
水量比较少，不容易放坏；老农进
城卖白菜，赚不了几个钱，为了一
角两角的去伤他们的心，不值得。
剥它干啥！

今年省城大白菜行情不好，唐王镇的很多大白菜帮子被剥掉，8斤重的白菜能

剥掉3斤菜帮子。面对这一现象，市民议论纷纷。

@孙建文：白菜白菜，百
姓的口袋，居民的饭菜，市场
的大菜，我的最爱；白菜便
宜，口袋受害；白菜昂贵，难
以偏爱；白菜剥帮，浪费无
奈；吃的挑剔，卖的竞争；是
否浪费，全无挂碍。可怜白
菜，瘦身最快；利益权衡，市
场仲裁；本是大餐，终成小
菜；咱的权益，谁来关爱！

@高长广：白菜帮子应
该好好地剥：一说明我们市
民吃东西仔细，只吃心不吃
白菜帮子；二说明我们市民
爱干净，不干净的我们不要；
三是白菜帮子剥一地，就得
需要环卫工人来打扫，这样
就更能体现出环卫工人的重
要性；四是剥下来的白菜帮
子，可以让市民拿回家喂鸡，
也没算太浪费。

@薛凯洲：剥皮复剥皮，
白菜城中卖。不闻停止声，唯
闻菜农叹。菜农何所思，菜农
何所望。昨夜进城来，满载一
车菜。鸡鸣即张罗，唯恐菜滞
销。去掉一层皮，欲得众人欢。
路人闻声来，举菜复端详。未
闻讨价声，先闻啪啪声。整整
菜一棵，顷刻瘦身量。可怜卖
菜农，敢怒不敢言。白菜本无
罪，奈何见剥皮？整整菜一
车，收入寥无几。

@郑三运
(白菜心语)

主人：我衷心地感谢你
的栽培，没有你的努力付出，
就没有我的今天，更不会走
上餐桌，成为人们可口的佳
肴，是你给了我奉献自己的
价值。

商贩：我由衷地感激你，
没有你的来来往往，没有你
的苦苦经营，我怎么也不会
辗转千里，从田间地头一夜
之间来到城市，成为诸多菜
品中的一员，更不会轻易飞
入寻常百姓家。

食客：亲，感谢你能虔诚
地站在我面前，用一双娇嫩
的手，毫无顾虑地给我脱掉
外衣，我风韵、妩媚的身材终
于感动了你，谢谢你把我带
回了家，让我找到了归宿。

白菜：你还要往死里剥
吗？

通过对来稿数量、质量
统计，刘喜林获得了本期“杠
子头”称号，获得杠子头津贴
100元。

本期杠子头

刘喜林 剥了的白菜帮真可惜，但是不
剥又不好卖，造成了菜农剥与不剥
都纠结。

既然帮已经剥了，还是希望我
们下一步在怎么利用帮上来做文
章。可以腌制白菜帮咸菜，也以找
一些好的帮做些特色菜酸辣白菜

帮等，再就是制作酸白菜。另外白
菜帮可以晒干放在玉米糊里很好
喝；白菜帮晒干还可以当动物的饲
料。总之，帮已经剥下来了，就不要
浪费它。

再说了，有时候市民买白菜
剥帮已成了一种习惯，也并没有

要坑害菜农的意思。关键还是白
菜太便宜，要是价格贵，市民也
不会轻易就剥了。有关部门、市
民、菜农多想想怎么才能最大限
度发挥帮的作用。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棵白菜需
要很多帮。

@刘喜林：悯农、惜农
是好事，然而不可走极端。
知道种菜的辛苦，同情他
们的贫寒，设法帮其解决
困难，都是对的；但菜帮子
还是要剥，就像吃葱要剥
皮掐老叶一样，是必须的，
只不过要适度而已。我剥
你也剥，菜农也在剥。第一
层在地里剥，这些“连猪羊
都不吃”的东西，可想而
知，除非为活命。储藏过程
中，烂菜帮最好也分批次
地及时去掉，否则烂得更
快。下锅前也一定要剥，烂
白菜帮是有毒的，还不到

“惜菜不要命”的时候，何
必矫情！白菜帮太老很难
吃，腐烂有毒性，不用谈

“剥”色变。

@程占新：为啥要剥
掉白菜帮子？怪产量高吗？
不对，因为产量低的时候
照样剥。怪价格低吗？不
对，因为价格高的时候照
样剥。怪菜贩吗？不对，因
为菜贩要根据市场需要办
事。怪市场吗？不对，因为
市场是由一个个人的需要
来形成的。如此一来，是否
剥掉菜帮子，或者是否大
量剥掉菜帮子的决定者是
买白菜的人。如果买白菜
的人都喜欢从菜地原样采
摘来的白菜，那么，大量浪
费白菜的行为自然就消失
了。

@柳清文：白菜难卖，
一是由于市场调节不够，
前期市场分析评估不准
确，盲目种植，肆意扩产，
超出了当地居民需求，市
场调节失控；二是因为品
种不够过硬，多数菜农中
规中矩，品种开发研究不
够，“白菜状元”的白菜
不愁卖就是比较鲜明的
对比；三是销售渠道不
畅通，没有形成规模化
出售，仅依靠菜贩批发、
周末蔬菜直销点零售等
模式难以解渴。

@赵鹏：菜农在
卖菜时，给每棵白菜
套上一个像套在苹果
身上那样的白色网状
泡沫外套，买菜者不
好意思摘下套，也就
无法剥菜叶子了。

@桃夭：建议白
菜直接用胶带缠住，
就跟超市的做法一
样，谁也不准剥叶子。

@李玉美：如果
真正想帮菜农的话，
就到田间地头去收白
菜，不要把菜价压得
那么低。

@刘丽：建议菜
农建立合作社，建立
良好的销售链条，建
议有关部门建立深加
工工厂，一举多得。白
菜也应该改良一下，
多一些叶子，少一些
帮子，白菜个头也要
小一些。这样就是价
格高一些，浪费也少
了，百姓也喜欢。

@刘喜林：发展
蔬菜一要搞好预测，
二要具备耐心，有一
个很长的过程，唐王
努力再努力。

@钟倩：菜贵伤
民，菜贱伤农的怪圈，
如何破解还需从思想
重视开始。

@杜海燕：是滞
销的问题还是哪个环
节，这么多菜光靠市
民消费就能解决吗？
希望有一个白菜加工
直销的解决方案。

@台应新：大家
都来吃白菜吧。一周
内吃六天白菜，周日
可以改善生活，美美
地吃一顿白菜肉的水
饺吧。

@袁俊浩：大白
菜喜水大肥大，等到
快采收的时候，需要
用稻草绳揽一下外面
的青帮，然后连根拔
起，白菜青帮做豆沫
吃，里面的叶子炒菜
吃，白菜心生吃或拌
蒜，白菜疙瘩腌咸菜，
白菜根喂兔子或剁剁
喂鸡，百姓家里一点
也不会被浪费。

白白白菜菜菜帮帮帮子子子不不不孬孬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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