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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变迁中的地域性、延续性
― 以中国云南省的大学小吃街为例

Locality, Continuity with Change of Food Culture:
A Case Study on Restaurant Quarter in Yunn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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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 Tomohisa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ocal mechanisms that are changing local consumption and
serving customs based on a field survey of restaurant quarters located close to a local university in
Yunnan, China. Despite the end of a socialist public housing syste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still widely experiences “collectivization” through the boarding system that
still remains i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universities. Although students can acquire the goods and
services necessary for daily life at school, their youthful appetites cannot be satisfied by school
cafeterias. Therefore, restaurant quarters can usually be found close to the school. In this study, I
focus on Shaokao-tan (烧烤摊) or barbecue stalls. Here, we can find both local and “external” ingredients on the gridiron (for example, Shao-dofu (烧豆腐) a kind of fermented tofu for former,
seafood for latter). Several customs have also changed over the 10 years follow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nsumers’ needs. To examine the process of change and its hybridity, I will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small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customers as a conjunction of
continuity between local customs and external stimulation.

1 序文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行为的大众化在某一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过程中在各个领域当中出现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
”现象（Yan 2009）
。尤
其是近年来，人们对饮食的需求以及饮食行为的多样化发展更使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现
象变得显而易见。1980年代以后，伴随以“单位”为基础具有集团性的居住以及生活形态
的逐步解体（Gibson 2009）
，城市地区的餐饮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是，
“大学”作为贯彻国家的统筹性管理方针与战略的空间，并未瓦解以往的“单
位共同体”
（田 2014）似的生活形态。绝大多数的中国高等校园依旧采取寄宿制度，学生
们仍保持着吃、喝、住、学在一起这种集体生活的习惯。因此，大学需要承担以学业为主、
生活为辅的多项责任。从空间角度来讲，大学校园通常以围墙与外界隔开，形成鲜明的内
外之界。校园内部除了教学楼、食堂、学生宿舍这一类基本设施之外，为了最大程度满足
在校生的生活需要，同时还会引进书店、超市、银行等各种机构。
135

综上所述，学校具有帮助学生顺利完成校园生活的各项功能。换句话说，大学生理论
上在校园里可以完成日常生活。但是实际上大学生对于饮食消费的旺盛需求以及好奇心却
是学校食堂所无法满足的。为了获取更多刺激以及开放式社交环境，很多大学生选择走出
校门，从一位“学生”转换为一位单纯的“消费者”来获取一种自定义的自由。正是这样
的需求促使许多大学校园门外逐渐形成了一条与校园功能相似却不一样的校外小吃街。
学生这个群体大多在年龄和经济状况上相差无几，这使得他们在需求上存在着明显的
倾向性，因此校外小吃街聚集了具有相似特点的商家。与此同时，受惠于中国经济的快速
发展的影响，学生们的“腰包”越来越鼓，他们的饮食消费也在不断地多样化发展。因此，
学生们对校外小吃街的要求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不断的变化。
此篇论文基于对云南省南部蒙自市的红河学院和被通称为“农民街”的校外小吃街的
调查，描述了大学生饮食消费的变化，商家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之下衍变
派生出的具有独特性的餐饮形态。
“农民街”的经营以云南省南部特有的流动摊贩贩卖方式为基础，并在实践与摸索中
衍变出了新的形态。由此，以“农民街”为例，本文通过详细描写校外小吃街的独特的餐
饮形态，进而分析出 ：这种经营方式与餐饮形态不仅具有维持当地原有的饮食习惯的延续
性特点（内在影响）
，同时还在新元素的影响之下呈现出了创新性转型（外在刺激）
。

2 大学生日常饮食实践的基本结构
红河学院是一所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府蒙自市郊外的大学。2003年由
其前身的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大学至今，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升为大学之后，
该校在原有老校区的基础之上，建设了新校区，新老校区共占地约1,200亩。一般情况下，
在校生均在校住宿，宿舍类型由 2 人间到 8 人间不等。学生禁止在宿舍内部使用电饭煲、电
砂锅等炊事电器，所以节假日以外的一日三餐不得不依赖学校食堂以及校园周边的餐饮店。
本小节首先描述红河学院在校生的日常饮食实践的现状，并指出他们的日常饮食是依
靠学生食堂和校园外的餐饮店这两者所支撑的。同时分析校内食与校外食两者的特点，并
从角色角度，观察两者间的关系。笔者将根据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和演变过程，以及2003年
专升本之后的红河学院内部所体现出来的政治经济变化来展开更一步的分析。

2.1 校内食堂与校外小吃街的互补关系
红河学院位于蒙自市郊外，由于优良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等因素是种植琵琶和石榴果园
的上好之地。从红河学院乘坐每小时仅有两班的公交车，30分钟便可到达市中心。在校生
的课程繁忙，除上课时间以外，还需要参加早自习以及晚自习，并且宿舍有规定的门禁时
间。因此学生们只有在非日常用品的购物或者约会等特殊情况下，选择离开校园前往市区。
除了课时较少并且无就业之忧的高年级学生以及热衷于消遣的少数学生以外，绝大多数学
136

阿部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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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学院校园与校外小吃街布局图

照片 1 “农民街”入口

照片 2 “柠檬时代”入口

（照片1、2 ：笔者摄影，红河学院旁，2015年 1 月15日）

生都会在大学及其周边度过大部分的日常生活。为了满足学生的购物、餐饮、娱乐等基本
消费需求，红河学院校门外的“农民街”和“柠檬时代”这两条小吃街日渐成熟（图 1，照
片 1、2）
。
当然，红河学院校园内部也有多处可以为学生们提供课外消遣的设施。校园占地面积
广，除去教学楼、宿舍楼等基本建筑以外，学校还在空余场地上种植了大量以棕榈树和椰
树等为主的各种热带植物。漫步校园人工湖一周大约需要20分钟，早晨及傍晚三三两两一
同散步的学生们也不为少见。校内体育馆面向所有在校生开放，馆内设有室内游泳池、旱
冰场和乒乓球场、网球场、篮球场等。该校体育馆具有设施齐全、空间大面积广、开放时
间长、学生利用率高等特点，可以说不逊色于重视身体素质教育的日本各所大学。
但是，学校在饮食方面却远远无法满足学生们的需求。新老校区各自拥有一处食堂，
此外有 3 处贩卖速食的商店。学生食堂分自助式和点餐式两种，自助式窗口共 5 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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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家清真餐厅，每一家都可以容纳大约150～300人左右。点餐式窗口有两家，每家各
有大概50席位，菜式种类也在20种以上而，且每天更新，可以说学生们可选性很大。不过，
学生们对校内食堂的评价总是不高。以下是笔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听取到的在校生对于校
园餐饮的一些看法。
a ― 住宿制度禁止宿舍内任何炊事
b ― 校园禁止饮酒行为
c ― 食堂菜肴种类单一（很快就吃腻了）
d ― 食堂菜肴热量低（
“油水”少）
e ― 食堂饭很快变凉（15分）
f ― 校内外饮食开销基本一致
g ― 食堂的营业时间有限
h ― 食堂布局不适用于聚餐
i ― 食堂就餐不宜久留
j ― 无需过分担心食品安全保障问题（地沟油）

在这些想法中，对食堂的正面评价只有肯定食堂食品安全的意见 j 唯一一条。除去对
校园内无法做饭、饮酒表达了不满的 a 与 b 之外，其余的几条则集中表现出对食堂所提供
的菜品的味道以及使用上的不便等方面的各种不满。具体来说，c、d 认为食堂的菜品口味
清淡并单一，e 认为提供的热菜温度低，f 认为价格并不便宜，g 认为营业时间太短，h 认
为没办法聚会，i 认为无法长时间利用。在此笔者想指出，校园外部的小吃街能够充分弥补
上述的诸多不足因而获得学生们的好评和支持，因此具有商业发展潜力这一事实。也就是
说，在“农民街”和“柠檬时代”
，学生们可以不用介意餐厅营业时间（→ g）
，并且可以
边喝酒（→ b）
，边吃到现做的热菜（→ e）和便宜又好吃的高卡路里食物（→ c，d，f）
，最
重要的一点是校外小吃街更适合各式各样的聚餐聚会（→ h，i）
。
下一小节中想要重点介绍的“农民街”最盛行的小吃，或者说是一种餐饮形态 ― 烧
烤。烧烤更是满足了大学食堂所无法满足的心理需求。70m 长的繁华大街上拥有30余家烧
烤摊，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图 2 ）
。此外在“农民街”还可以见到其他特色小吃，比如
在现炸出来的土豆块上撒上辣椒、香菜、鱼腥草等香辛料所制而成的“炸洋芋”
，还有从熟
知的“炸臭豆腐”等小吃。在这些小摊周围则有多达38个小餐馆。其中一些是砂锅餐馆，
顾客付钱之后，就可以随意往砂锅里加入自己喜欢的食材，还有一些餐馆提供自选自配食
材的盖浇饭，诸如此类经营模式简单、物美价廉的店铺占大多数。
“农民街”最热闹的是夜
晚，年轻人们在一起喝酒吃烧烤，聊天嬉闹。但是即使是早晨和上午，前来用餐的学生依
然络绎不绝。下面笔者列举了一些当被问到为何来“农民街”时学生们的回答。
a ― “因为有这个（白酒）
”
b ― “跑到外面才觉得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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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谈恋爱的都在这里，失恋的也来这里”
d ― “因为我爱吃垃圾食品”
e ― “我们是学生嘛，不怕机制炭、地沟油”
f ― “当然想去好餐厅，可我没钱”
g ― “很怀旧，这是我的青春”
（红河学院毕业生）

可以喝酒
（a）
，想在校园之外感受自由
（b）
这样的理由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民街”满足
了学生们校园生活当中不可缺少但在校园内部却无法被满足的多种需求这一事实。从与恋
爱有关的回答
（c）
当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学生们很好地将大学的内和外区分开来，将在大学
校园内被顾忌的恋爱行为转移到校园外部。
学生会把“农民街”的食品定位成垃圾食品
（d）
，明知对身体不好
（e）
，但是因为身为
学生没什么钱所以还是去吃
（f）
。学生们的这种批判性态度比较耐人寻味。食品安全问题是
当下社会热点，学生们也充分地了解到餐饮业卫生管理的相关政策正在年复一年地规范
化、严格化。尤其是烧烤和炸洋芋之类的油炸食品小摊在全国性开展的城市景观再规划进
程中被贴上了“不文明”
、
“不卫生”
、
“吵闹”之类的否定性标签，逐渐地在城市街头“无
法藏身”
。从这个角度出发，
“农民街”的餐饮店所提供的食物绝大多数都是毫无疑问的“垃
圾食品”
。在这种风潮下，学生们反而发出了“我们是学生嘛，不怕机制炭、地沟油”
、
“我
爱垃圾食品”这种看似与主流背道而驰的声音，而“农民街”也正是因此而得以存活。已
经从红河学院走出去的毕业生们则将“农民街”与自己的青春记忆联系在了一起。不少的
研究者指出饮食实践与身份认同的构建的关联，即在哪里吃，吃什么，和谁吃等选择一定
程度上表现出主体的社会定位（石毛等 1985 ；Mintz 1996）
。光顾“农民街”的学生们并不
只是为了寻求某种刺激和享乐而来到这里，也许他们同时也在享受着这种微不足道的却只
属于年轻人的叛逆，也正是这种标榜青春的心理造就了“农民街”
。
以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农民街”和学生食堂的关系为轴，两者以互相补充
的方式满足了学生们对日常饮食的需求。另外，2010年新建于红河学院周边的“柠檬时代”
聚集了汉堡店、连锁韩国烤肉、有包厢的餐馆、餐饮吧等比“农民街”更“时尚”
、消费也

图2

校内外就餐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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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多种形式餐饮店。正因为这些特点，与“农民街”略微不同的是，当手头宽裕想奢
侈一回的时候，想和恋人安稳地享受约会时光的时候，或者在社团迎新会等重要场合的时
候，
“柠檬时代”则会被优先选择。下面的图 3 整理了学生食堂、
“农民街”
、
“柠檬时代”
各自的价格、营业时间和主要的使用情况。

2.2 “农民街”的成立与发展
正如前文所分析，红河学院的学生们通过很好地区别利用大学校内食堂和校外小吃
街，从而巧妙地满足了饮食方面的日常需求。虽说如此，大学与校外小吃街的这种互补关
系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学校规模和学生人数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状态。接下来，
笔者将具体介绍红河学院校外“农民街”的成立与发展过程。
“农民街”是老校区门前的小吃街域的通称。这里有着小摊小店繁杂林立所显现出的
独特氛围。而“农民街”这个名字也隐含了另一个意思，那就是该区域内的经营权归近邻
以农业为生的村民所有。追溯到2003年，红河学院从前身的师范专门学校正式升为四年制
大学。升为大学的同时也出现了占地面积的扩大和新校舍的建设等诸多问题。原本是琵琶
和石榴果园的农用地被征用为校园建设用地，于是便在大学与农民之间出现了一些由于土
地转让而产生的问题，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此后，在多方面协商调解之下，农民们得到了
在大学门前新建的小吃街里的经营权，还得到了免费安装拱棚的待遇，这样纠纷才被平息
了下来。这些都是发生在2007年的事情，当时被设置的小吃街后来便被称为“农民街”了。
“农民街”虽然诞生了，但是最初的几年店铺还比较少，远比不上如今的热闹喧嚣。其
主要原因被认为是刚开始尝试做生意的农民并不精于此道。那么又是什么造就了农民街如
今的活力呢？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08年下半年，农民们渐渐放弃了并不擅长的经商，而将
自己的经营权转让给他人。以此为契机，一些原本在云南南部的各个城市经营露天餐饮店
的商人，以及来自云南省和四川省各地的专业厨师都云集于此，他们所带来的耳目一新的
店铺和饮食理所当然地抓住了学生们的味蕾。
“农民街”的活力，与它的名字相反，恰恰是
农民们放弃了自身的经营才得以换来的。
从各地云集而来的生意人敏锐地捕捉了作为顾客主体的学生们的需求，并灵活应对，
于是“农民街”渐渐地成为了对于学生们的日常饮食来说不可或缺的地方。在这之中，尤
其是经营烧烤摊的老板们创造出了与众不同的服务形式，得到了红河学院的学生们乃至整
个蒙自市居民的好评。正是同一时期，在伴随蒙自市中心地区的小摊贩取缔变得越来越严
格的情势之下，农民街烧烤的独特风味更是吸引了不少市内居民专程而来。

3 “农民街烧烤”饮食实践的形成过程
在上述部分中笔者描述了校外小吃街中的个体餐饮起到弥补校园内部餐饮无法满足
学生对饮食消费需求这一不足的作用。笔者还指出，这种互补关系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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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而是随着学校规模和学生人数的不断发展而渐渐形成的状态。接下来笔者将主要针
对 “农民街”特有的烧烤这种餐饮形态，分析其衍变过程。如上所述，
“农民街”本身建
立于2007年，所以“农民街烧烤”的历史也不过10年而已。以“农民街”建立初期开始一
直经营烧烤店的老板的讲述为主，以云南省南部地区红河州一带的地方露天餐饮形态为原
型，笔者将梳理一下为满足学生们的饮食消费需求，店铺老板如何融合外来元素，进行改
良与转型，从而促成一种新型餐饮形态出现的过程。

3.1 农民街烧烤的贩卖方式
在讲述“农民街”烧烤摊的餐饮形态变迁之前，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农民街烧烤”的特
点。
“农民街”是一条南北长70米，东西宽80米的L 字型带拱棚的小吃一条街，其中包括上百
家室内餐饮店与露天摊位（图 3 ）
。从入口处一眼望去映入眼帘的便是集中在中心地带的30
余家烧烤摊（照片 3 ）
。每一处摊位都摆有一台中间镶嵌着大约90厘米宽烧烤网的桌子并在
其周围摆有 8-10把塑料椅子。老板坐在冰箱和木炭的一面，剩余三面则是客席，客人可随
意选择座位。一就座老板就会问客人想要什么口味的蘸水（酱汁）
。蘸水大概分三种，一种

图 3 “农民街”结构图

照片 3

并列的烧烤摊

照片 4

烧烤时所用餐具

（照片3、4 ：笔者摄影，蒙自市红河学院旁，2015年 1 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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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干的（辣椒粉）
”
，一种是“油的（辣椒粉与蒜油）
”
，还有一种就是酱油。在这些酱汁当
中按照个人喜好随意添加一些生辣椒末（方言 ：小米辣）
、小葱段、食盐和味精（照片 4 ）
。
与以烤串形式为主的烧烤不同，
“农民街烧烤”会将食物切成小块散卖（照片 5，6，
7）
。与一般烧烤不一样的还有一点就是，
“农民街烧烤”并不会在点单之后再烤，而是只卖
烤好的东西，种类数量都没有固定规定，只要有客人在烧烤摊，老板都会随时更新网架上
的食物，而客人则需要依照自己的喜好挑选已经烤好的食物，并且无需通知老板便可用自
己的筷子夹来食用。像豆腐、土豆、鱼肠、小香肠、鸡翅、脆骨这一类的畅销食材总会提
前烤好，吃了再烤。如果烤好的食物里面没有自己想吃的种类也可以直接跟老板说，老板
会从身后的冰箱当中取出来放到网架上。每一个摊位可提供的食材种类各不相同，多的地
方可提供70种以上（图 4 ）
，而结账方式也比较特别，畅销的种类大概会被定价为 4 角或 8
角， 4 角则为 1 粒玉米粒，而 8 角就是 2 粒。客人吃了多少，都会用玉米粒来计算（照片
8）
。类似于烧鹌鹑、罗非鱼这种“高级”食材会被定价为 1 元到10元不等， 1 元则是 1 粒
黑豆或者黄豆来代替（照片 9 ）
。
烤好的食物大多是下酒菜，边吃边喝一些啤酒白酒，多坐一会也不为怪。而且从其他
餐饮店买来炒饭、米线、盖饭等主食打包带到烧烤摊位也不会被认为不妥。正是这种食用
方法简单而随意的特点博得了广大学生们的喜爱与支持。

照片 5

照片 6

烧烤网架上的食物
（豆腐、土豆、小香肠等）

烧烤网架上的食物（鸡脚筋、鸡翅尖等）

照片 7

（照片5、6、7 ：笔者摄影，红河学院旁，2015年 1 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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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烤网架上的食物（小鱼、猪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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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 D 的烧烤摊菜单（笔者制作）

照片 8

结账方式

照片 9 “高级”种类（鹌鹑）

（照片8、9 ：笔者摄影，蒙自市红河学院附近，2015年 1 月16日）

3.2 从“烧豆腐”到“农民街烧烤”的转变
2008年10月开始，从四川省携一家三口远道而来的老板 D 先生，可谓是经营“农民街
烧烤”老行家。据他而言，
“农民街”起初的烧烤并不是现在的样子，而是比较原始的“烧
豆腐”
。
“烧豆腐”是以蒙自市为首红河州以及邻接此地的文山州一带常见的地方小吃，与
现在的“农民街烧烤”相似的是，使用同样的桌椅，但是食材较为单调，以烧臭豆腐和土
豆片为主（照片10，11）
。老板 D 先生说，当时的10多家摊子全是只做烧豆腐和土豆片，于
是自己也便跟着做了起来。但是一个烧豆腐只卖 2 角钱，客人不多盈利微薄，无法作为经
济来源，于是老板 D 先生便开始思考转型，他会询问学生喜爱吃的东西，然后根据客人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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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0

蒙自市区现存的“烧豆腐”

照片11

红河州元阳县城区的“烧豆腐”

（照片10 ：笔者摄影，云南省蒙自市，2014年11月16日）
（照片11 ：笔者摄影，云南省元阳县南沙镇，2015年 3 月25日）

味采购。时而久之，老板 D 先生经营的摊位就变得热闹起来，周围的商家也开始跟风模仿。
像老板 D 这样的不断更新调整经营方针，才使得原始的“烧豆腐”转型为独特的“农
民街烧烤”
。但是无论是从贩卖方式还是结算方式，
“烧豆腐”与“农民街烧烤”都有极为
相似的共同点。除了贩卖内容上的差别以外很难找到其他差异。但是知道“农民街”的人
都会将此两者另当别论。对此老板 D 说过，烧豆腐是配饭的菜，烧烤是配酒的菜。的确，
蒙自市的大街小巷可以看到一些快餐店门口设有烧豆腐的网架，它们是为了配米线炒饭等
主食的一种小菜。虽说有小酌的客人，但是吃过饭便会离开不会久留。而“农民街烧烤”
的客人大多是为了喝酒而来，很少有人会吃主食，停留的时间也会非常久。像老板 D 这样
抓住以喝酒为目的的顾客，人均消费金额便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他说，只卖烧豆腐是“几
块钱的生意”
，可现在人均消费金额达到了20元以上。
所以说，从“烧豆腐”到“农民街烧烤”的这种转变不单单是贩卖方式上的变化，同
时还包含客人在购买过程中的消费形态的变化。如第二节所示，在学生对“饮食”潜在需
求的转变，以及像老板 D 这样的用心经营的直接冲击下才形成了这样的变化。用自称是最
早尝试现在这种经营方式的开拓者老板 D 的话说，
“我只做学生想吃的东西”
。升格为大学
之后，红河学院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他们对“烧烤”的概念各有不同。老板 D 说
有许多学生想吃的食材是想象到不的东西。即便如此老板D 也是在尽可能满足学生要求的
前提下，从物美价廉的食材开始做起，渐渐地学生的经济承受力变强之后，他也会尝试一
些日常生活当中比物价基准值要高一些的食材。当然据老板 D 所说，其中也有像小龙虾，
牡蛎这样尝试过但是以失败告终的事例。
增加食材的种类也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不便。比如说以前卖“烧豆腐”时期，只需从专
门店订购相应食材和燃料，然后要求配送供应便可以经营。现如今食材种类丰富，为了采
购当天新鲜的食材，必须要亲自去农贸市场比较判断之后才可以进货。而且肉类以及冷冻
食品需要冰箱保存，所以相比之下相应的花费便会比以往多。闭店之后也会担心酒后捣乱
或者偷盗等事情。据老板 D 说，经营烧烤摊需要花费的人力、精力、财力等消耗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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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原因，很多同行都选择转行，有的最后离开了农民街。即便如此，红河学院的学生
人数也在年年增加，所以还存在着很大的商机。露天商贩可谓是络绎不绝，有人离开也会
有人来，整体来说店铺数越来越多。老板 D 目前对自己的经营状况还是比较满意，当然因
为经营的食材种类不断增加，露天商贩之间也渐渐出现盈利状况的参差不齐，所以他感到
有奋斗的动力。正是像这样的经商动力促使了“农民街”变得越发昌盛，也就出现了这条
食物链关系，有学生来求学，有商人来经商，
“农民街”便因此可以存活下去。

4 事例分析
如本文第二节所述，可以说红河学院学生对饮食的需求变化以及露天商贩主导式的商
业转型这两点是造成“农民街”烧烤摊变化的主要因素。第三节当中根据露天商贩的谈话
可知，引导式转型的基本源泉是来自于学生，又反馈给学生。并且同时可知，
“农民街烧
烤”继承了其前身“烧豆腐”的基本特点，除了在所用工具以及制作过程等相似点以外，
两者均以主客间的近距离交流为共通经营模式。在此节中笔者想要将目光转向主客间的近
距离交流这一特点，通过分析此特点进而阐述“农民街”烧烤摊的饮食实践变化细节。

4.1 空间结构萌生的亲近性
第三节第一部分中有简单提到，
“农民街”的烧烤摊是以烧烤网架为烤台，老板占桌
子的一方，客人会随意使用剩下的三方任意座位。以桌子为中心，主客在桌子的四周进行
近距离交流，这种交流模式可维持时间久，与中国其他地区常见的、
“吃烤分家”的形式有
着质的不同。物理条件造成的近距离增加了主与客，客与客之间的交流机会（图 5 ）
。三两
结伴的客人之间除了朋友间的碰杯与交谈以外，多数还会与拼桌相坐的“邻居”碰杯，有
时也会有相互劝烟等行为（照片12）
。时而久之，出现在烧烤摊的潜在人际关系网便在饮食

图5

烧烤摊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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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2

烧烤摊的偶遇

（照片12：笔者摄影，蒙自市红河学院旁，2015年 1 月16日）

行为过程中自然形成。下文为笔者在烧烤摊听到的一段来自烧烤摊老板D 与客人之间的日
常对话，从这段对话当中可以清楚感受到两者之间的关系程度。
学生 A ― 老板，还没有熟吗？
老板 ― 我怎么会熟呢？熟了你能吃？
学生 B ― 不，你们（老板与学生 A）已经很熟了麻。
老板 ― 哈哈，是啊，快要烤糊了。

说这话时老板D 已经在学生们的劝酒下跟着喝了几杯白酒。而这里与老板对话的学生
并不是经常来烧烤摊，但很显而易见的是从他们交谈的冷笑话当中可以观察出共处同一空
间、共食共饮可使老板与客人之间的交流加深、感情增进。饮酒行为可以促使关系变得密
切，并且具有生成构造人际关系新契机的可能性（三浦 2017）
。
经营烧烤摊位的老板也同时在交谈过程中从客人，也就是学生中获取新信息、新咨询
以及新变化，从而调整经营方针来迎合学生。比如，老板 D 把握红河学院各个年级各个时
间段的所有学校活动，并根据考试期间或者军训期间的时间变更来调整进货的内容以及数
量。在这样的关系构造之下不免会出现赊账情况，但是老板会熟知每一位熟客的详细信息，
所以不会出现欠债不还或不见踪影的问题。
同时，在这样的交流交往模式当中，主客关系也会演变为真正的朋友关系。在这家从
早期“农民街”就开始经营的烧烤摊中有一位常来光顾的熟客，这位年轻人不仅帮忙打理
配菜烧烤等各项事宜，并且与老板之间会互称“爸爸”
、
“儿子”
，建立了一种模拟亲子关
系。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曾一度认为他们是真正的父子关系，详细了解情况之后方知是常来
吃烧烤的红河学院的学生。这位年轻人的热心帮忙的态度源自于老板 D 曾经对他有过帮
助。常来吃烧烤喝酒的时候会时常聊到私人问题，单身已久的他想要找一个女朋友，对老
板 D 说出自己的忧虑之后，老板便巧妙地将同样有此烦恼的单身女孩介绍给他，为两人牵
线搭桥。这位年轻人告诉笔者 ：
“在这里可以学到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对这种处于多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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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感年龄段的年轻人来说，
“农民街”不仅仅满足了吃饱吃好的饮食需求，而且也可以说是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们的心理需求。

4.2 烧烤网架上的相互行为
因为“农民街烧烤”没有点餐上菜的模式，客人将烤好的食物随时随意自取这个特点
是造就烧烤摊老板与客人之间交流密切的主要原因。老板只需要观察每一位顾客动筷子的
频率来拨动玉米粒以便计算食用的数量。
“烧豆腐”时老板只需注意数量，而现在的烧烤形
态不但是数量还有食材的内容。随吃随加这个方式造成烤架上的食物减少之后需要随时补
充。虽然补什么、补多少的主导权在老板，但老板会通过与客人们之间的交流来决定如何
进行下一轮的烧烤。普通餐厅点餐与上菜行为结束之后，店主与客人之间的交流必然性便
会减弱，而这里烧烤摊的老板和客人交流机会也会变得更有随意性和柔韧性。仔细观察老
板与客人之间的买卖行为，会发现烧烤摊也同样具有小商贩较为常见的“拉锯式交涉”
。比
如说，在烤架的一侧放置时间较久的食物不管从颜色还是味道都会有所逊色，客人与其说
“有什么吃什么”不如说在现有的食物当中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什么好吃吃什么”
，所以
老板会在不经意间把烤过但是没有被消费的食物拿到烤架中心，仿佛刚刚开始烤一样的神
态“装糊涂”
。因此会时而与客人之间展开看似讨价还价般的“拉锯式交涉”：例如，
“放的
时间太久了，已经不好吃了”
，
“刚刚烤的嘛”
，
“从来的时候开始明明就有”等交涉行为，
这些交涉最后都会因为“买二赠三”的折扣而不了了之。对单价不足一元钱的小本生意来
说，
“拉锯式交涉”结果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交涉过程中增加对话次数以及通过这个
方法可以提供主客关系在短时间的迅速升温发酵的可能性。因为关系到利益的“拉锯式交
涉”本身就是起到调节主客关系的一味佐料。
并且在“烹饪、提供、消费、结账”这几个环节当中也可以看到，老板与客人的行为
具有相互包含并且相互交叉的特点。
“烹饪”行为是老板份内之事，如何取、取哪一样则随
客人之意。共处同一空间所以不存在“提供”行为，但是由于环节较少并且操作方便所以
“消费”这个行为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结账”行为本应该隶属于店方的工作范围，但
是“农民街烧烤”采用玉米粒计算方式，所以顾客只需要清点自己吃过的数量便可以计算
出价格。所以与一般餐厅相比，可以说“等待时间短、利用方法简单、完成效率高”等特
点都是因为烧烤的过程是由主客共同完成而得以实现的。

4.3 饮食实践变迁的逻辑
如上所述，
“农民街”的露天店自身就有促进交流、加深主客之间感情的作用力。从
“烧豆腐”到“农民街烧烤”的转变过程中，空间构造与买卖方式是在与主客无明显界限区
分的这种饮食消费方式中衍变而来，并且两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一些把饮食视为社会行为展开的研究当中，许多学者都将目光转移到通过共“食”
而建立出的社会关系这一问题点上（櫻田・稲沢・三浦編 2017）
。此类研究关注同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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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相互行为所催生的“亲近性（relatedness）
”
（Carsten ed. 2000）
，并把它视为拟制亲属
关系为代表的既有强固文化规范。依照这一观点，使在场的所有人在同一空间下度过一段
时间，并实现同烹饪、同吃、同喝等相互行为的“农民街烧烤”摊子，不仅是“老板与顾
客”关系的媒介，更是培养更坚固的“亲近性”的摇篮。
以“农民街”的烧烤摊为舞台背景的饮食实践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对于转换经营模式的必要性却并不令人费解。
“农民街烧烤”在从“烧
豆腐”转变而来的过程中，没有舍弃原有的面对面交流方式，并且通过增加食物种类、提
供酒水来确保顾客的长时间停留以及提高他们的利用率。学生的饮食消费观念以及商贩的
贩卖理念这两者都与“饮食”行为形成一种相互刺激相互导向的作用。通过上述事例可以
归纳为“农民街”的饮食实践变化是在这个作用之下衍变生成、发展、固定成型的，并且
可以说他仍然有不断调整，不断更新的可能性。

5 结语
“农民街烧烤”是以根植于云南省南部的当地传统的食物（豆腐）与服务（烧豆腐的
路边摊形式）为基础产生的，这与从外地带来了未知的食物（汉堡）和未知的服务（西式
快餐）的麦当劳不同。因此，与东亚地区对于麦当劳的接纳（Watson ed. 1997）这样的将
外来的物和服务嫁接到当地情境中去的情形不同，本文不如说是描绘了以当地现有的原型
为起点，吸取了新要素从而生成了新的饮食实践的过程。所以总的来说，一方面本文在以
当地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交叉的场所来把握饮食习惯和其变化这一点上采取了与 Watson
们的研究相同的视点，而另一方面，比起文化现象的接纳这一过程中的“外来刺激”的方
面，笔者将更多的笔墨落在了“内在影响”的一面上。
此外，本文在分析整个接纳过程的逻辑时，采取了极为微观的手法，即着眼于“农民
街烧烤”对当地的路边摊的经营样式中“围坐在同一个烤架边”这一特征的继承，揭示了
由于其物理性质所带来的空间性制约的背景下，主人与客人之间的交流被活性化，进而产
生出亲密的关系的观察事实。在此之上，笔者立足于面对面的情形的不断反复才是实践变
化的契机这一预设，进而描绘了在“农民街烧烤”中看到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在这一点上，
本文与考察了广州菜在经营者的考量与顾客的愿望的相互作用下发生了口味转变这一现
象，但着重强调了围绕着广州菜的相关媒体表征之影响力的 Klein
（2007）的分析的着力点
有所不同。
正如本文所记述的，现代中国关于“烧烤”的话语（discourse）大多伴随着“有害健
康”
、
“不卫生”
、
“不文明”这些负面印象。而另一方面，造访“农民街”的学生们在接受
了这些看法的前提下，产生出了“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里才有青春”这种价值反转的叙述。
在哪里，和谁，吃什么，怎么吃，这些都是社会地位的表现（石毛等 1985; Mintz 1996）
，
立足于这一前提，我们或许可以拓展出一种将聚集于“农民街烧烤”这一仿佛是在抵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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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话语一般的现象作为整体性社会行为加以分析的视点。
诚然，因篇幅所限本文中尚有不少没能充分展开的论点，尤其是笔者未能尝试通过把
宏观的表征、现象与微观的叙述、实践相结合以扩展分析框架的可能性（c.f. 松田 2009）
。
“饮食”是最为个人的行为，但一方面也能成为产生社会关系的契机，同时它也被大众媒体
中流通的印象所左右。而如此具有各种面相且变化多端的“饮食”
，或许正是最为适合这种
研究路径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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