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得太好的忧虑
现在， 人们在越来越精致的食物面前，

常常会“提箸四顾心茫然”，原因就是饮食的
过于精细，会导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
“富贵病”的发生。 专家们认为，这些疾病很
大程度上与“吃得太好”有关。

就拿糖尿病来说吧，2017 年全球糖尿
病患者约有 4.25 亿人， 中国糖尿病患者则
位居世界首位， 约有 1.1 亿人（数据引自

“IDF� 2017 全球糖尿病地图 < 第 8 版
>”）。 研究表明，这一现状与国人“食不厌
精、脍不厌细”的饮食追求有关。

面对这一现状， 人们转而求助粗粮：没

有“三高”的人，防患于未然，调整饮食结构，
多吃点粗粮；已经“三高”的人，大多有借食
用粗粮来降低指标的经历，“膳食 + 药物”
是最为理想的控制“三高”的方法。然而让人
为难的是，大多数粗粮有口感较差、品相不
好、不易制作等缺点。 尤其是南方人吃惯了
稻谷，很少有擅长制作粗粮食品的。

掀起七成杂粮面的盖头来
中国挂面业的领航者———克明面业，联

袂江苏大学，历经艰难曲折，研制成了集健
康、美味、品质于一身的优质七成杂粮面，希
望以健康来引导市场。

它有两大亮点：

第一，选材精。 选择了高海拔远离城市
污染的苦荞和进口燕麦作为主要原料，在粗
粮中降糖降脂效果十分显著。

燕麦，素有“粗粮之王、九粮之尊”之
称。《本草纲目》记载：“燕麦性味甘平，有润
肠、通便作用”。美国 FDA 认定燕麦为功能
性食物， 具有降低胆固醇、 平稳血糖的功
效；《时代》杂志将其评为“全球十大健康食
物”。

苦荞，是自然界中生存甚少的药食两用
作物， 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神草”，《本草纲
目》记载：“苦荞味苦，性平寒，能实肠胃、益
气力、续精神、能锻炼五脏滓秽。 ”

第二 ，口感好 。 高添加燕麦荞麦面吃

到嘴里既有韧性，同时也爽滑细腻，有种
天然的麦香。 由于粗粮相对耐饥，正常饭
量的人二两面条便管够管饱了，常常一碗
面条已经下肚，还余味无穷，齿颊留香，意
犹未尽。

还需补充的是，这种高添加面条煮起来
和普通挂面一样方便快捷。 由于荞麦、燕麦
等杂粮中不含面筋蛋白，面条加工过程中不
易形成面团，制得的杂粮面不耐煮、易浑汤。
克明研发团队经过无数次的试验，通过创新
杂粮面条加工技术，不仅提高了面条中的粗
粮含量，同时其口感近似普通面条。

（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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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实验室到中试， 再到车间批量
生产， 进入市场， 才是万里长征的真正开
始。

当克明科研团队把实验室小试成功的
配方搬到延津克明生产车间的时候， 他们
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这种高添加杂粮
面根本不适应在普通挂面生产线上生产。
面团黏度太高，黏辊严重；淀粉结构与小麦
不同，在不同的环境中变化大，难成型；面
粉少，杂粮多，面筋网络结构难以成型，面
皮一拉就断；好不容易到了切条工序，又出
现黏刀切条困难；从烤房中出来的面条，用
手一捏全断了。

克明科研团队的成员与江苏大学的食
品专家教授们，把办公室搬到工厂的车间，
通过反复试验与诊断，得出结论：必须新上
一条专用高端生产线。

根据专家的意见，克明面业的设备部、
采购部、研发部组成设备考察小组，一家一
家地考察设备厂家， 最终敲定了合作的设
备厂家，并马不停蹄地开始采购，选厂址，
拆线，安装，调试。

从 2016 年 11 月底开始到 2017 年 5
月，经过 6 个月的反复测试，改进，终于成
功安装一条全世界独有的杂粮面生产专
线， 设备厂家戏谑地说：“为克明面业安装
了一条绝版的高添加生产线， 应该申请吉
尼斯纪录。 ”

为了适应高添加杂粮面的生产， 研发
人员不仅对生产工艺进行了革新， 对设备
也进行了革新， 其中一个革新就是去除了
面皮的熟化，改成了面料的熟化，将普通和
料改成了真空和料。 这可把设备部的同事
累坏了。因为工艺发生了变革，而变革又是
在老的生产线、老的车间基础上改动的，增

大了施工难度以及设备运转联动难度，几
乎每一次中试都会发生问题， 从一开始的
设备嫁接运转不一致， 物料低位不准确等
大问题，到运输带动力不足等小问题，一个
一个被解决， 设备部的同事和长沙厂的同
事付出了努力。

设备安装好了， 克明面业的科研团队
马上进入中试阶段。中试如同战场。研发中
心这些研究生毕业的科研人员， 进入生产
线，就跟一线工人一样，进入了紧张的三班
倒模式。 在生产线上做试验，一待就是 10
多个小时。有时，科研人员为了仔细不间断
观察中试过程，几乎是 24 小时不下线。 有
一次，原辅料在试验中全部用完了，为了不
耽误进程， 克明科研人员马上到长沙市场

全城搜寻辅料， 但找遍了整个长沙城都没
有找到合适的原辅料。

从 2015 年 3 月， 高添加杂粮面项目
从出题、启动，到目前产品进入批量生产上
市，两年多时间，终成“正果”。 陈克明的科
研团队，回头望望走过的路，云遮雾绕处，
峰回路转间，经历的无数艰难，都在此时，
有了一种高度的获得感、

目前， 优质杂粮面产品正成为陈克明
挂面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克明高添加杂
粮面系列有两款产品， 即陈克明高添加七
成燕麦面与七成苦荞面， 已于不久前成功
上市， 率先在陈克明天猫旗舰店和陈克明
京东自营店上架，3 个多月来，消费者争相
购买，线上好评如潮。

杂粮面诞生记 陈克明

每天早上的 7 时 50 分，朗
朗书声会从克明面业办公的各
个角落里传出来。听着那声音，
心里便有着满满的正能量，抖
擞着精神去迎接新的一天。

晨读，不仅发生在长沙总
部，在南县、河南、武汉的分工
厂也同时展开。 工作日，无论
阴晴寒暑，拿着书本朗诵半个
小时，已经是员工每天工作的
一部分，也成了公司的一道风
景。

我也没有想到，晨读活动
在公司开展近 3 年了， 竟然能
坚持下来。 有些政府机关来公
司办事的客人，看到我们这种
场景，非常惊讶，甚至有些不理
解。

近 3 年来，我们举办了一
系列读书分享，我们读的书有
时政，也有经典；既有讨论经营
哲学的《六项精进》，也有《弟子
规》这样古人说处世规则的篇
章；我们请外面的老师走进读
书分享会现场， 答疑解惑；邀
请各子公司讲师走上读书分享
会讲台倾心相谈。 大家共同朗读、交流、分
享，其乐融融。

现在，员工正在学习一本名为《习惯的
力量》的书，积极向上的学习习惯，不仅让
人长知识，更让公司充满正气，显示着集体
的力量，洋溢着彼此感恩、珍惜和团结、友
爱的氛围。

说实在的，晨读是公司的一项制度，是
制度就有约束。 这对于那些刚出校门的年
轻人，是很大的考验。 看看他们怎么说的。
客服中心的一位年轻员工说， 以前自由散
漫惯了，手机不离手，书也读得少了。 进了
公司，参加晨读这样的集体学习，是从来没
有想过的。 经过历练后，在读书分享中，他
们会告诉你，如果一直坚持做一件事，那么
就不需要去考虑毅力的问题，习惯成自然。
有的员工说，集体晨读，让他们因为读书而
心相通，有了更多的探讨和交流，心境也变
得更加宽广和平和。

公司大了，部门多了，管理更难了。 如
何让公司保持不断精进，锐意向前的风貌，
我的想法是，需要员工去努力学习，与时俱
进地不断学习。 我们自己是从一个小作坊
里发展起来的，还在公司规模不大的时候，
管理层就经常参加各种培训， 员工有固定
的时间进专门的训练营学习， 谁要是考上
研究生、博士，不管以后回不回公司，我们
都负担学费。 现在，公司在别的方面可能抠
门一点，但对于学习和培训，从来是毫不吝
啬的，每年的投入超过 200 万元。

我深信，员工们今天的努力学习，在以
后会化作生产力。 读书，就是探寻知识和真
理，将来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公司年
轻人多，我们成立有自己的学习培训中心，
定期组织青年职工开展学习培训， 为他们
提供宝贵的提升自我的机会， 也为公司培
养骨干精英。 公司目前有 2 名专职讲师，35
名内训师。 在克明面业，员工不担心没有学
习的机会。 许多年轻人通过培训学习，成为
公司挑大梁的骨干。

当然，书也不是死读的，公司注重将读
书活动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结合起
来，与提升队伍执行力结合起来，与转变工
作作风结合起来， 在企业营造 “工作学习
化、学习工作化”的环境。

现在的世界，变化的速度，让人喘不过
气来。 对企业来说，市场更是变化莫测。 不
学习，不读书，守着陈规，陶醉于以往，企业
很快就会走到尽头。 相反，一个善于学习的
企业，一定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捕捉到变化
中的商机。

学习，对个人而言，可以长智，可以怡
情，也让人充实，甚至让人发生改变。 通过
读书，我们可以看清自己的不足，在内心深
处滋生出一种涵养。 我们的企业，专门辟有
24 小时开放自助图书馆，无论是员工，还是
员工的孩子， 喜好读书的都能在这里找到
乐处。

晨读的开展，让公司多了书卷气，多了
健康向上的东西，许多的变化是看不到的，
它带给了克明人一些源自于心灵的改变。

晨读，我们将坚持下去，让它作为克明
面业一天最美好的开始！

（作者系克明面业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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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明杂粮面：以健康引导市场

周忠应 李志林

在挂面领域耕耘 30 多年，号称“面痴”
的陈克明，对市场的口味是十分敏感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在 “食不
厌精”达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回过头来，将

曾经不入法眼的粗杂粮，纳入自己的食谱
中。

因为更健康、更营养、更美味的食品，
成了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发达国家， 没有去掉麸皮的麦类磨
成面粉所做的全麦食品大为流行， 因为保

留了麸皮中的大量维生素、 矿物质、 纤维
素，因此营养价值更高。

在我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脚步铿
锵，消费者基本不再为“吃穿”发愁，消费升
级的时代已经到来， 克明面业董事长陈克
明显然看到了这一点。

2015 年 3 月份的一天，陈克明
董事长兴冲冲地来到克明食品研
究院院长办公室，当时研发中心主
任周小玲也正在跟杨院长汇报工
作。 陈克明开门见山地说：“我给你
们出一道科研题目，现在的挂面越
做越精细，而随着人们的日子好过
了，市场上消费者越来越需要五谷
杂粮，作为生产者，为消费者提供
营养均衡、 有保健功能的面食，也
是我们的责任。 请你们为研制优质
的杂粮挂面设立个课题，尽快研制
推出高添加的优质杂粮面，既满足
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也为引导健
康、营养的时尚之风作出贡献。 ”

陈克明董事长话不多，但院长
杨代明知道， 这个课题是个必选
题。 当即杨院长便与周小玲主任商
量，如何把这个课题做好。 第二天，
高添加杂粮面科研筹备小组在公
司正式成立。 当年 12 月该项目在
江苏大学食品学院正式启动。 克明
食品研究院的项目成员与江苏大
学的专家教授们一起开启了艰难
的研究之旅。

杂粮也叫粗粮，富含各种营养
成分，既是传统的口粮，又是理想
的营养保健食品，随着城乡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杂粮及其加工制品
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

杂粮通常是指水稻、小麦、玉米、大豆
和薯类五大作物以外的粮豆作物。 主要有
高粱、荞麦（甜菜、苦荞）、燕麦（莜麦）、大
麦、糜子、薏仁、黑豆等。 其特点是生长期
短、种植面积少、种植地区特殊、产量较低，
一般都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目前市场高添加杂粮面的杂粮添加大
多在 51%-52%之间， 最高的也只有 60%
左右。 而陈克明把高添加值定位于 70%，
这让科研的难度犹如要攀登一座“缺氧”的
高山。 对研究院而言，这样一个考题，相当
的难。

他们也知道， 这符合董事长陈克明的
性格， 不做则已， 题目一说定， 事情一摊
开，便要做到最好。

杂粮的特点是淀粉颗粒粗且黏， 形成
不了面筋网络结构，因此杂粮的含量越高，
成型的难度就越大。 杂粮达到 70%，在挂
面行业是从未有人做到过的。

在江苏大学的实验室， 专家教授与克
明科研团队经过成千上万次试验， 一次一
次调整配方，一次次斟酌技术工艺，一次次
追寻满意的实验结果。

研制这款杂粮面，仅原辅料的找寻，就
让人备尝艰辛。为寻找合适的苦荞麦源，科
研人员与市场部的人员， 几乎跑遍了苦荞
的产地。先是来到内蒙古的赤峰县，那里是
白花荞麦的出产地，但大部分属于甜荞，其
营养成分与口感都不符合要求。后来，他们
又跑到陕西的定边县， 那里是生产红花荞
麦的产地，同样以甜荞为主，只能放弃。 最

后，在云贵高原地区，他们发现一种营养成
分、口感等都符合要求的苦荞，含有丰富的
芦丁与膳食纤维。 通过多次试吃和检测之
后，最后把苦荞的品种定了下来。

高添加燕麦也是通过无数次试吃、检
测与精心筛选，才从 20 多个厂家中找到一
款品相、质量、营养、口感均达上乘的进口
燕麦。

找到这两种原辅料， 克明的研究团队
就花了半年多时间。

时间一晃就是 11 个月，不知道专家教
授与克明科研团队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实验室的试验终于成功了。

好的产品研发，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好
比是母亲的十月怀胎， 其中的艰辛只有当
事人才最有体会。 产品的最终上线大批量

生产，就像是新生儿呱呱落地，其喜悦的心
情是无法比拟的。 董事长陈克明常说：“公
司每研发一款产品， 品质与工艺必须是最
好的， 每一样产品就像是自己所生来的儿
女，我们必须百般呵护他们成长。 ”

从实验室到批量生产，路漫漫上下求索得正果

找两种原辅料，花了半年多时间。 11 个月后，试验终于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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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面业自动化生产线。

克明面业长沙工厂一角。 （本版照片均由克明面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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