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有家中外“老饕”们追捧的“网红”菜市场

“生鲜联合国”见证开放让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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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个三源里菜市场，它是菜市界的“网
红”。

这里不大，占地面积 1560 平方米，约 130 个
摊位分布在一条约 170 米长的狭长通道两侧。若
不细逛，三五分钟就能走到头。

这里不小，从澳洲龙虾、意大利香肠到马来
西亚榴莲、墨西哥牛油果……数不清的全球食
材、红酒、香料汇集于此，被人戏称为“生鲜联合
国”——— 在这里可以“买世界”。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名不见经传的路边小
菜场，到如今备受北京城里中外“老饕”们追捧的
“朝圣地”，三源里菜市场见证了一段中国走向世
界、世界拥抱中国的历史记忆。这处市井烟火之
地，究竟贮存了怎样的“开放基因”？

中外“老饕”慕名而来

初夏时节的北京还没有闷热之感。借着这份
难得的清爽，在三源里菜市场做了 23 年水果生
意的河南人王继高早早出摊，和店员忙活了一上
午，把当天刚刚到货的进口水果整齐地码放一
番。

新鲜的进口橙子、山竹、奇异果、椰子……几
十种五颜六色的水果把王继高位于菜市场北门
的水果店装点得色彩鲜明，成了这条街道上一
景，不时引来路过行人驻足。

从北门走进菜市场，依次是水果、主食、肉
类、水产、调料、蔬菜等不同区域，每个摊位面积
都不大，但商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乍一看与其
他菜市场并无二致。但仔细打量这些摊位，就能
看出名堂：35 号摊位的冰柜里摆满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乳酪产品；76 号摊位主打海鲜产品，三文鱼、
龙虾、帝王蟹、海胆等海产品让人目不暇接；85 号
摊位是客家东南亚特色，泰国咖喱、冬阴功汤料
等调料应有尽有……

喧闹的市场中，随处可见不同肤色的外国顾
客正在挑选自己心仪的食品。一番中英文混杂的
讨价还价后，待摊主称重算好价钱，他们熟练地
掏出手机用微信或支付宝付款，俨然都是这里的
熟客。

既洋气又接地气，人气、烟火气十足，这大概
是三源里菜市场给初来这里的人的“第一印象”。

在 81 号摊位，“80 后”张海标、钟小琴夫妇的
西餐食材店是市场最受欢迎的摊位之一，张海标
给摊位取名为“TRACY’S SHOP”——— 以妻子的
英文名命名，接待的也大多是外国顾客。

2010 年，张海标与妻子入驻三源里菜市场，
依靠的“绝招”就是品类齐全、全球通吃，足有
1000 多个品种，每年还会主动增加不少新品种。
比如，除和大型商超一样提供意面基本款，张海
标还提供进口的露澳、百味来等品牌，倾慕阿普
利亚传统烹调风味的食客只能来这里购买。

“食材主要是从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等国
家进口。仅奶酪，客人在店里就能买到法国艾蒙
塔、意大利帕玛森、荷兰古达和埃德姆等知名品

牌。”张海标说。
足够让美食爱好者“大展身手”的食材让三源

里菜市场有了“生鲜联合国”“网红打卡地”的美
誉。家住朝阳区十里堡的“90 后”李楠是三源里菜
市场的“打卡”常客，一到周末，她就会招呼三五好
友到家尝尝自己的西餐厨艺。

“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罗勒、胡椒、鼠尾
草、牛至、鸡腿肉……对着手机记事本的清单，李
楠来到熟悉的摊位面前。这天她要做一道西式的
炖菜，是她前些天从公司一位意大利同事那里“讨
教”来的菜谱。除了食材，李楠还惊讶于摊主对西
餐烹调的理解，“他们告诉我这道菜要用动物黄
油，还真是我没想到的”。

来自德国的桑德拉每年都会带着女儿来北京
两三次，和在北京工作的丈夫团聚。即便每次陪伴
丈夫的时间不长，她也会来上几次三源里菜市场，
和女儿选择新鲜的海鲜和蔬菜，回到住处为丈夫
做上几顿正宗德国菜肴。“这里几乎能买到所有我
需要的食材，而且非常新鲜，价格也不贵，尤其是
海鲜比德国便宜。”桑德拉说。

在桑德拉看来，虽然柏林与北京相距 7000 多
公里，但每当选定好称心的食材和调料，桑德拉都
会觉得，一顿与丈夫、女儿共进的晚餐，足够让异
乡变家乡。

然而，这样一个被中外“老饕”追捧的“网红”

菜市场，出身却很“草根”。

“早在 30 多年前，街道在路边规划了一个临
时菜市场，在现在地址的对面，连棚子都没有，遇
上刮风下雨，生意就没法做了。”三源里菜市场值
班经理张来兴说，彼时的三源里就像人们印象中
的普通菜市，凌乱、破败，与“洋气”“网红”全然不
沾边。

1992 年，邓小平南巡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
话，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也就是当年，三
源里菜市场“退路进厅”。

张来兴回忆，当时菜市场周围已经聚集了多
个企事业单位的家属楼，使馆区也有了一定规模，
人口日益增多。露天菜市场虽然方便了居民生活，
但是也存在噪音、卫生、治安等方面的“扰民”现
象。市场所在的朝阳区左家庄街道为不打扰居民
生活，同时便于市场管理、食品检验，决定把菜市
场搬到现在的位置，搭建大棚，后来逐步过渡到封
闭式管理。

在随后的 20 多年里，三源里菜市场经历了
多次升级改造，人气越来越旺，名气也越来越大，
逐渐成为热爱外餐人士的“朝圣地”。加上一些影

视明星经常来这里“淘货”，更是让这家菜市场成
为十足的“网红”。

摊主和外国食客成了“老相识”

从三源里菜市场南门出来，经过一片老旧居
民区，往南不远处即是北京久负盛名的昆仑饭店
和昆仑公寓，再往东穿过东三环，是亮马桥外交公
寓区，与之毗邻的则是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法
国、美国等众多外国驻华使馆。这里是北京最国际
化的区域。

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三源里菜市场自诞生之
日起就有开放的基因。张来兴回忆，最开始来市场
采购的外国人主要是外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
到后来，在附近工作的外企外籍员工也逐渐加入
到三源里菜市场的“淘货大军”中。在异乡吃到家
乡味，让他们对进口食材有着更高标准的需求，这
也带动了三源里菜市场的转型升级。

长期的经营，让三源里菜市场不少商户与来
这里采购的外籍人士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
这些忠实顾客介绍牵线，不少商户都有自己的独
门“尖货”：38 号摊位建立了正宗的好乐米、罗勒
奶酪的货源供应链；98 号摊位是北京能买到意大
利牛排菇的地方之一，货直接从欧洲空运过
来……

张海标夫妇二人都是 80 后大学生，能跟采购
的顾客用英文交流，也懂一些西方音乐、酒吧文化
等方面的知识。2001 年北京申奥成功，张海标敏
锐地意识到，来北京的外国人一定会越来越多，做
他们的食材生意一定不错。2003 年大学毕业后，
张海标停了父母的中式食材批发生意，转而做欧
美食材批发，在考察了几座城市后，他把目光锁定
到“一摊难求”的三源里菜市场。等了近 3 年，他终
于接到一个摊位。

得益于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流，张海标的生意
越做越大，如今他在三源里菜市场已拥有多个摊
位。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驻华使馆的总厨都是
81 号摊位的回头客，每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访
华，就是张海标最忙碌的时候。“使馆总厨需要到
店里大批量采购，总厨的车装不完，我还得帮忙送
一趟，打交道多了，总厨信任了，有时候直接一个
电话，我就把预订的食材送过去。”

春兰牛羊肉店的店长刘忠玉至今还保留着
10 多年前他与伊拉克、喀麦隆等驻华使馆工作人
员的合照。回忆起一位伊拉克使馆的“老相识”，刘
忠玉说，他是使馆的厨师，10 年前他经常带着翻

译来三源里菜市场选购食材，跟了几任的驻华
大使，现在已经回国。“阿拉伯人对牛羊肉食材
很挑剔，我们店里的刚好能满足他们。”

对于桑德拉而言，除了食材齐全，三源里菜
市场距离丈夫工作的地方不到 2 公里，这也是
她钟爱这家菜市场的重要原因。桑德拉的丈夫
目前在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总部工作，已被派到
中国 3 年多。

像桑德拉的丈夫这样，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选择在中国、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分享中国发展
和开放带来的机遇。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
公室统计，截至 2017 年底，在北京市工商局注
册且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 31442 家，外资代表
机构 3022 家，在京常驻外籍人员(居留半年以
上人员)达 138022 人。

桑德拉说，来北京次数多了，她开始喜欢上
中国文化和菜肴。“我正在努力学习做中国菜，
这样也能给丈夫换换口味。”

在北京，吸引外国人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文
化和美味，还有日益便利的工作和居住条件。

2016 年《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 20 项出入
境政策措施》启动，北京市为外籍高层次人才设
立申请永久居留“直通车”，截至 2017 年 8 月底
惠及的外籍人才达到 2171 人，共为 598 名外国
人办理了永久居留。2017 年 6 月，公安部开始
向部分在华外国人签发新版“中国绿卡”，它可
单独出示和使用，几乎与中国公民身份证一
样……

张海标发现，这几年来，三源里菜市场越发
像是“老外”的“主场”。“来店里采购的外国留学
生或在华就业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北到海淀五
道口、昌平回龙观，南到五环外亦庄开发区的西
方面孔都到我的店里消费。”张海标说，三源里
菜市场的服务范围早已超出了一般菜市场的辐
射半径，居住在天津、石家庄的欧洲人也少不了
来这里转转。

在北京一家教育机构已经工作了 4 年的意
大利人萨拉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留学，一次闲来
无事的周末来到三源里菜市场“找明星”，却被
这里丰富的食材“折服”。

“刚刚毕业的时候，我每周都会尝试新的东
西，到老舍茶馆看看，去 798 艺术区参观，或者
在国家博物馆看一场新的展览。没想到连北京
的菜市场都这么‘有味道’。”萨拉说，这里的摊主
来自中国四面八方，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对中
国发展的理解，“有时候我会带着留在北京工作

的同学一起来，即使不买东西也要闲聊一会，为
各自的工作‘积累素材’。”

“这里经营者都很有活力，一直努力让自己
活得更好。他们为自己国家过去的辉煌成就而
自豪，但也在不断努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并没
有因为我是外国人而对我有所‘提防’，我们从家
长里短聊到改革发展，有时候聊高兴了，老板还
会顺手送我些自制的水果干。意识到这一点，其
实也给了我很多的鼓舞。我很感谢自己有机会
可以在北京发展。”萨拉说。

消费者是开放最大的受益者

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诞
生着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消费升级已是大势
所趋。当消费升级遇上开放扩大，会碰撞出什么
样的火花？在三源里菜市场或许能找到答案。

温馨是三源里菜市场 59 号摊位的店主，
这是菜市场内唯一一家售卖进口酒类的摊位，
共有近 500 种进口酒，仅红酒就有 300 余种。
顾客曹先生挑选红酒时惊讶地发现，进口红酒
价格并没有他想象那么高。他挑选的一款牛津
园加本力苏维翁西拉红葡萄酒售价不足百元。

温馨说，近年来随着关税降低，摊位里出售
的一些优质红酒原产地的红酒价格一直呈现下
降态势。以一款智利空加瓜山谷产区的西拉干
红葡萄酒为例，今年售价比去年低了近 50 元。
这些 200 元左右的进口红酒往往最为抢手。

不仅仅是智利，来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价
格也越来越亲民。2015 年底，中澳自贸协定正
式生效，澳大利亚葡萄酒进入中国的关税逐年
下调，2018 年关税已经降至 2 . 8%，2019 年将
实现零关税。在这一利好刺激下，澳大利亚向中
国市场出口的葡萄酒销售额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同比分别增长了 33% 和 63%，中国取代美国
成为澳大利亚葡萄酒最大的出口市场。

2008 年入驻三源里菜市场的干丹君经营
着一家名为“毛毛海鲜”的摊位。从最初主要经
营国产水产到畅销的龙虾、帝王蟹、毛蟹、三文
鱼、鲍鱼一应俱全，进口生鲜已经占据了摊位
“半壁江山”。如今，在市场上小有名气的“毛毛
海鲜”，每天平均接待量都在 200 人左右。

干丹君回忆说，以前她的摊位主要接待来
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顾客，随着近年来
进口生鲜食品价格有所下降，摊位迎来了更多
喜欢“尝鲜”的中国顾客，“他们喜欢买龙虾、三
文鱼和一些应季的海产品，有的老顾客因为下
班时间晚，我们就用‘闪送’的方式给他送货上
门。”

每天凌晨三四点钟，位于北京丰台区南三
环外的京深海鲜市场，总会聚着像“毛毛海鲜”
一样的零售商。作为一家成立近 30 年的海鲜食
品进口商，顺景发集团是包括京深海鲜市场在
内的众多北京进口海鲜市场的主要供应商，打
通了进口海鲜从原产地到首都百姓餐桌的渠
道。集团采购经理李春霞介绍，近年来从海鲜消
费品领域看，我国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
加快升级。对原产地特色优质进口海鲜消费品
的需求持续升温，进口不断扩大。“以加拿大的
蟹类为例，从捕捞到送上北京百姓的餐桌，最快
只需要 30 个小时。”李春霞说。

2017 年 11 月 24 日，财政部关税司发布了
《我国将调整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的通知，关
税政策的利好，让中国百姓“买全球”越发容易。

在李春霞看来，进口关税不断下调，通关便
利化措施，这一系列的开放举措，为优质的进口
现货产品进入中国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挪威三
文鱼、波士顿龙虾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丰富了
民众的餐桌。“毫无疑问，普通老百姓是扩大开
放的受益者。”

初夏的三源里菜市场，“毛毛海鲜”摊位上，
澳洲龙虾探着须子，像在伸懒腰。隔壁的菜摊
里，各种进口的蔬菜娇艳欲滴……它们在等待
中外顾客的光临，就像中国改革的大门，永远敞
开，拥抱世界。

初夏的三源里菜市场 ，海鲜摊

位上澳洲龙虾探着须子 ，像在伸懒

腰。隔壁的菜摊里，各种进口的蔬菜

娇艳欲滴……从名不见经传的路边

小菜场 ，到如今备受北京城里中外
“老饕”们追捧的“朝圣地”，被誉为
“生鲜联合国”的三源里菜市场见证

了一段中国走向世界 、世界拥抱中

国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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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资质的网约车为何屡禁不绝
新华社记者王辰阳、赵文君

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上约
车，约来的却不是平台 APP 显示的车型和车牌。当
前网约车市场，司机、车辆甚至某些网约车平台没
有运营资质的乱象频现，严重影响乘客安全和合
法权益。各级主管部门连声“严管”，没资质的网约
车为何屡禁不绝？记者展开了调查。

9535 和 54 万

9535 和 54 万，前者是上海市交通委日前公布
的上海已获得网约车从业资格的人数，后者是上
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17 年
上海市综合交通运行年报》中显示的网约车日均
客运乘次。这两个数据意味着，上海所有拥有资质
的网约车从业者每天 24 小时不吃不喝不睡，每 25
分钟要接一单。

“我打的网约车，感觉至少三四成是‘马甲车’。”

上海市民邓女士说。“马甲车”是指实际车牌号与平
台上显示的车牌号不同的网约车，在要求网约车
必须拥有本地车牌的上海等地，“马甲车”在网约车
市场占有率很大。

记者调查发现，“马甲车”的造假门槛很低。4
月底，记者通过某电商平台添加了某“黄牛”的微

信，他表示，只需花费 300 元，他就可以解决因为驾
驶员驾龄不够、车辆超龄或外地车牌导致车辆和
驾驶员不能通过网约车平台资质审核的问题。

不仅一些网约车司机、车辆没资质，甚至某些
网约车平台也没有运营资质。“滴滴出行平台尚未
获得本市网约车经营许可证。”上海市交通主管部
门表示，滴滴出行在有关资质认定的规定出台前
就已经存在，但是近年来时常出现“马甲车”等违法
情形，因此在平台清理违规车辆和人员未达到管
理部门要求之前，暂时不批准平台运营资质的申
请。滴滴出行方面回应称，一直在申请上海市网约
车经营许可证，努力清理违规车辆和司机，并且在
上海强化线下验车机制。

处罚与违法所得的概率博弈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会长王丽梅表示，网约车、
司机、平台三方是分开的，司机可以以个人名义向

交通主管部门申请取得许可证，而传统出租车司
机必须通过出租车公司申请证照。但是，即使是合
格的司机和车辆，在没有资质的网约车平台上接
单，依然属于违法运营。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交通执法部门主要通过日
常执法或市民举报查处没资质的网约车车辆和驾
驶员，效率较低。此外，没有资质的网约车从业人员
和平台的违法成本过低也是其屡禁不绝的原因。

今年 4 月，上海市交通执法部门因查处多起
平台上发生的违法经营行为，对滴滴出行和美团
打车各罚款 10 万元。“10 万元罚款对于资本雄厚
的网约车平台企业来说根本不是事。”上海市城市
交通运输管理处副处长马斐说，针对屡教不改、多
次违规的平台企业，希望从国家层面形成综合监
管的机制，而且监管要有一定震慑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李俊慧认为，对于网约车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需

要线上、线下采取综合处置手段，不能简单罚款
了之甚至以罚代管，否则就成了一种处罚与违
法所得的概率博弈。

切实加强线上监管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城市交通管理处处
长孟秋表示，截至目前，已有 25 个省份、206 个
城市出台了网约车实施细则，60 个城市已公开
征求意见。目前已有 70 余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在
部分城市获得经营许可。截至今年 2 月底，各地
共发放网约车车辆运输证 14 万多本，网约车驾
驶员证 23 万多本。总的来看，深化出租汽车行
业改革进展顺利。但仍存在非法经营、不公平竞
争、乘客合法权益和安全受到侵害等诸多问题，
行业有序创新的规范发展机制亟待健全。

“不能发完许可证就算完事，还必须对被许
可人的相关活动进行制度化的检查，监督其依

法从事被许可事项的活动。”暨南大学法学院教
授刘文静说，线上监管才是规范网约车经营秩
序的关键。

为加强对出租汽车行业市场主体的信用监
管，建立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制度，完善失信
惩戒的联动机制，促进出租汽车行业持续健康
发展，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出
租汽车行业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李燕霞表示，国家出台的网约车暂行条例
规定明确，政府和平台公司要实现信息共享，但
并未规定相关责任。实际上网约车平台不报送
信息、报送信息不实的情形大量存在。如何实现
平台企业与政府监管平台数据共享，是亟待破
解的难题。

李燕霞说，目前集中推行的三种信息信用
监管方式有违法事实公布、行政“黑名单”和失信
联合惩戒。应当尽快建立健全网约车经营服务
诚信监管机制，对网约车平台公司、驾驶员建立
诚信记录，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部
门间信息共享，实施联合惩戒，真正做到“一处违
法，处处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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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月月 88 日日，，在在三三源源里里市市场场 7722 号号商商铺铺，，外外国国顾顾客客在在
选选购购海海鲜鲜产产品品。。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鞠鞠焕焕宗宗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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