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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富顺县富义街的一间小门
面前，王刚拉开嘎吱作响的卷帘门，一
个大灶台竖直占据了门面的半壁江山，
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却没有摆放桌椅供
人就餐。这儿，便是王刚的工作室。

王刚麻利地架好炉灶，妻子则
在一旁支起了三脚架，将一台索尼
微单放上了云台。作为王刚的助理，
这曾是妻子的专职活路。今年王刚
已是西瓜视频的签约作者，还成立了
自己的“刚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
野路子变身“正规军”，这些活也由公
司的员工接手。但王刚说，他还是更
怀念媳妇在身边拍摄的日子，放松、

愉悦。
2016年，王刚带着老

婆孩子再次回到珠海，
在一家酒楼担任主
厨。2017 年 3 月，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网络上看到
了“喊菜哥”的视
频。

王刚说，作
为内行的他觉得

“喊菜哥”的视频
虽形式新颖，食材

看起来也很诱人，
但做菜过程看上去更

像是一个噱头，于是便
随意夸下海口：“如果让我

来做菜，会比他好十倍。”
无独有偶，这句话刚好被路过的

酒楼老板听到了，于是老板让他马上
做一道菜，还要放上网络。赶鸭子上
架的王刚只好做了一道“盘龙茄子”，

然后用图文的方式上传到今日头
条，谁知道竟获得了20万的推荐和
1万多的阅读量，回复区还有800多
条互动。

“这让我一下来了兴趣。”王刚说，
他之后又陆续拍了几道菜放上网络，
但不知为何却没了第一次的热度。王
刚想，也许是自己的老款手机质量太
差，导致效果跟不上。于是，他借了一
款智能手机，用“一镜到底”（一个镜头
拍完）的方式拍了一段视频放上网络，
谁知一下就成了爆款，获得了300多
万的推荐、30多万次的播放，有2000
多人进行了互动。这一次的成功，彻
底激发了王刚的兴趣，他花了8000多
元买了摄像机，准备大干一场。

连续两个多月，他坚持自己拍摄、
剪辑、配音、加字幕，每个视频的播放
量，都稳定在30~40万左右。

“当时我想，是不是自己出镜效果
会更好呢？”2017年6月，王刚开始自
己当模特，正式推出了“美食作家王刚”
的头条号ID。出镜后的第一期“拔丝
土豆”，便获得了100万次的播放量。

巨大的成就感，让王刚把拍摄视
频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份工作。每天午
休时间和晚上下班之后，他都会请同
事帮自己拍摄，晚上回家再自己进行
剪辑。每天休息的时间，只有4~5个
小时。

“辛苦是有收获的。”王刚说，视频
平台的流量费是1万的播放量10元
钱，当他的粉丝数量达到60万的时
候，他从视频网站得到的流量费便已
令人可观。一个全新的领域出现在他
面前。

在四川省自贡市富顺
县的一条小巷中见面时，
衣着朴实、皮肤黝黑的王

刚露出一丝腼腆的笑容。
如果没有看过他的视频，
很难想象这就是近来在网

络上爆红的美食作家
王刚，已拥有上千万
粉丝，近百部作品
累计播放量超过1
亿次。

今年开始，打
着“美食作家王
刚”名号的农副
产品、小食品在
淘宝上开卖，短短
数月，月销售量最
高已超过5万件。

当过留守儿童，
初中辍学，还在厨房做

墩子打杂，王刚如何完成
了人生的逆袭？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彭光瑞/文
任君/图

“肉片必须用里脊肉，配上‘刀口辣
椒’才正宗好吃，蒜蓉需要放在刀口辣椒
之上，否则蒜蓉会过生，‘刀口辣椒’会变
糊，‘泼油’的油温必须达到7成熟才能
激发辣椒和蒜蓉的香味……”这是王刚
今年8月在网上分享的四川名菜“水煮
肉片”的制作秘籍，也是近期王刚最火的
视频之一，发布短短数天，便被粉丝们奉为
圭臬，收获了209万播放量、7297条回复
以及17000多条转发。

视频中，王刚变身美食作家，说话
语速很快，一口“川普”被他流利地运
用起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没有断句
的椒盐开场白，反而成了他的特色。
粉丝们调侃，大家永远不知道在这句
开场白之后，他会从菜板上抓起一个
什么样的食材。

和王刚面对面时，他并不像视频中
那样侃侃而谈，反而有点腼腆。当了一
年多美食作家，他已习惯了网红身份，但
王刚显然却更愿意大家记得他是一个厨
师，因为他与厨师这个职业很有渊源。

“我父母都是厨子。”王刚说，他生在
距富顺县城20公里的兜山镇，父母很早
就去广东珠海打工，曾承包一家制衣厂
的饭堂。父亲掌勺、母亲打下手，每天要
做150个人的伙食。王刚和哥哥则被留
在了老家，由外公抚养。

外公对两个孩子十分严厉，但王刚从
小就极其叛逆：田坎里摸鱼、上树掏鸟蛋、
偷摘果子……几乎所有的调皮捣蛋，都有

他的身影。9岁那年，年迈的外公拿兄弟
俩实在没办法，才将他们送到父母身边。

然而，王刚的叛逆却并没有收敛。
刚上完初二，原本成绩排全班前几名的
王刚突然决定辍学。“父母的要求太高，
我不喜欢。”王刚说，父母对兄弟俩的学
习要求近乎苛刻，一心想他们考上名牌
大学，这让他感到压力巨大。

最初，父母坚决不同意王刚的
决定。但他倔脾气上来，死活
不去学校，最后父母拗不
过，只好默许了。辍学
在家，王刚开始为自
己的未来打算。

王刚说，父亲
曾是老家的杀猪
匠，因为菜做得好
吃，到珠海打工
时，厨艺便成了一
技之长。而自己也
曾小试牛刀，炒两个
小菜还真像模像样，
于是学厨成了14岁王
刚心中的理想工作。

“爸，我要学厨！你
教我行不？”

“学厨有什么出息，自己都
养不活，绝对不行！”

那一年，王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
父亲提出了学厨的请求，父亲断然拒绝。
王刚心里委屈，却再也没向父亲提过。

“你不教我，我可以自学。”

案板上，一柄刀背很厚的不锈钢菜
刀飞快地抬起、落下，按在茄子上的手指
距刀口不足1毫米，却总能轻巧地避开
刀锋。一整条茄子，在刀光掠过后，似乎
并没有变形，但仔细一看，茄子却已被切
成密集的片状，每一片又藕断丝连，轻轻
拉起好似一根紫色的弹簧。

这是王刚最拿手的菜式之一盘龙茄
子。王刚说，这道菜不难，考验的就是用
刀的基本功。怎样练好刀工？王刚的窍
门是当了5年多的墩子。

2006年，辍学在家的王刚，陪亲戚去找
工作，一家餐馆正缺人手，于是将两人一并
收下，王刚成了餐馆的一名杂工。

“洗碗、招呼客人、点菜、洗菜、收碗、
送外卖，杂工就是什么都要做。”王刚说，
当杂工一月只有450块钱，而且非常辛
苦。但做菜的厨师每月却有1500元，比
自己的收入多了两倍多。

“很羡慕。”王刚坦言，“最开始想做
厨师的想法很原始，就是要挣钱。”于是，
他偷偷看师傅做菜。因手脚麻利、做事
勤快，店里的师傅将一些零活放心地交
给了他，例如切菜、炒工作餐的小菜，便
逐渐变成了王刚的专属活路。

2007年，王刚辞职，去其他餐馆应
聘切菜墩子。正好一家酒楼需要人手，
于是他才真正开始进入了厨艺的大门。

王刚说，这家酒楼的老板是做了多
年的厨师长，最后自己出资开了酒楼，是
个理论派。王刚虽然只负责切菜，但勤
快好学的习惯，让老板对他另眼相看，不
会的东西，老板都手把手地教，烹饪的基
本常识，几乎都是在这里学到的。

这一次的学艺，让王刚信心大增。
2008年，18岁的他离开酒楼，准备去其他
餐馆大干一场。王刚说：“再也不甘心切菜
打杂了，觉得自己已经有大厨的水平。”

然而，现实很快扇了他一记响亮的
耳光。在很多酒楼、大排档“试菜”之后，
餐馆老板都拒绝了他当大厨的要求。这
样的经历持续了三个月，断了收入的王
刚几乎身无分文。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2008年5
月4日。”王刚说，那一天他再次求职失
败，晚上，因舍不得花住店的钱，18岁的
他提着行李在珠海一处公路旁的草坪里
坐了一晚上。其实，父母的家就在不远
处，但想到自己这样窝囊的回去一定会
被父亲奚落，他便下定决心绝不低头。

“或许我真的离大厨还很远，我要继
续学习。”四处碰壁的经历让王刚改变了

想法，他开始寻找那
些有特色、生意火爆
的餐馆，不论当服务
员还是切菜打杂，他
都欣然接受，但他的
目标没变，要做一个
真正的大厨。

王刚说，从 19岁
到 24 岁，他在超过 50
家餐厅打过工。每到一
处，他都抓紧一切机会学
做菜。他会首先和厨师搞好
关系，请他们喝啤酒、帮洗衣
服，甚至洗臭袜子。看到小伙子懂
事、勤快，很多老师傅都会传授一招
半式。

“最长的地方，我待了半年；最短的
只有5天，工资都没拿。”王刚回忆，待
得最久的地方，是珠海一家卖水煮鱼
的酒楼，这家店的水煮鱼十分有特
色，老板从 2008 年的一家小门面，做
到现在连锁店遍地开花，身家5000万
元以上。

这家店的水煮鱼秘密在底料当中，每
天最关键的配料过程，都是老板亲自完成，
从不假手于人。也许是老板并不知道王刚
会做菜，到店不久就让他打下手，于是他抓
住一切机会记住每一种原料。老板去采购
配料，王刚就偷偷跟在后面，待老板离开
后，再去向店家询问购买的香料种类。

这样的“偷师”经历直到
2014年才结束，那一年，王
刚的厨艺已可独当一
面，在广州一酒楼担任
厨师长管理后厨。
这时，他遇到了自
己 最 重 要 的 人
——妻子姚树芬。

姚树芬是到
酒店学做烧烤的
学徒，因年龄相
仿、且都喜欢下
厨，两人很快确定
了恋爱关系，当年
就举行了婚礼，随后
姚树芬怀孕，于是王刚
带着妻子回到富顺当起了
全职老公，照顾妻子生产。

妻子姚树芬不善于表达，但说起丈
夫，总是满脸幸福。她说，他是不是网红、
挣不挣钱都不重要，一个男人愿意这样对
老婆和孩子，就是好男人。

叛逆少年

偷师学艺

2017年10月，他离开珠海再次回到富
顺开了这家工作室，他负责出镜、妻子负责拍
摄。几个月后，他在西瓜视频、B站、微博等平
台的粉丝总数，爆发式的增长超过了1000万，
并成为西瓜视频的签约作者，收入翻了几倍。

“我也是来偷师的。”今年24岁的巫从军
是王刚招聘的第一批员工之一，也是富顺人，
原本是王刚的粉丝，今年3月看到王刚发的
招聘信息，于是前来应聘。网络上的美食主
播很多，为何王刚人气如此好？巫从军认为，
王刚的视频风格很写实，每一个镜头都是干
货，看视频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正当王刚为高额的流量费欣喜时，一个
小意外又让他打开了另一扇窗。去年底，有

粉丝在平台投诉，说他销售的食品有质
量问题。

“我还没卖过食品，怎么会

有问题呢？”经了解，他发现淘宝网上竟然有
人冒用他的名义开了一家网店，销售香辣红
油、香肠、腊肉等食品，据说不到两个月就卖
了十几万元的产品。“既然李鬼都能做，我为
什么不能做呢？”于是，王刚的淘宝店也很快
开业。

王刚的哥哥王国春如今已是他的合伙
人，帮他管理电商销售。王国春说，因为生意
好，已雇佣了30多个员工。短短几个月时
间，淘宝店的营业额从几千件涨至每个月2~
3万件，最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5万件。

“如果可能，我更愿意纯粹地做一个厨
师。”王刚说，自媒体网红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归属，当自己在网络上积累到第一桶金后，他
依然会选择做一个厨师。“在深圳开一家酒
楼，那里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也是粉丝最多的
地方！”王刚说。

网红厨师

粉丝千万

◀王刚和他的视
频制作工作室

作 为 老
厨师，王
刚 的 刀
工娴熟。

▲王刚在镜头前烹制盘龙茄子

◀盘龙茄子
色香味美

20年积累
丰田完拥电动化全产业链

上世纪的1997年，全球第一款量产混
合动力（HEV）车型普锐斯面世。超过20
年的发展和更新换代，目前丰田混合动力
技术已经发展到第四代，累积销量超过
1200万台，其核心的电池、电控、电机三大
件被公认为全球最先进之一。

基于三电最有竞争力和扩展性的优势，
以及在传统造车领域积累的技术资源，丰田
可以在很短的周期延伸出更符合市场需求
的纯电动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在混
合动力车型已经被中国消费者熟知其特性
后，丰田在引入更多种的新能源车型上已经
没有教育市场的难度，得益于过去双擎车型
攒下的口碑，丰田可以把更多资源放在提升
纯电动车以及插电混动车的使用满意度上。

除此外，被公认是终极节能环保的氢
燃料电池车，也已经在丰田常熟研发中心
开展实证实验。氢燃料电池技术同样由三
电技术衍生而来，在全球仅有少数企业投
入量产和运用，而丰田就是其一。可以说，
丰田在新能源车领域的技术积累，从20年
前开始已经领跑全行业。

不能让成本禁锢新能源车发展
丰田在行动

当下新能源车制造业，共同面临的难
题是电池续航能力与制造成本之间的水涨
船高关系。作为目前新能源车型占比最大
的成本，丰田已经在混合动力系统上进行

了四代的升级。而累积1200万混合动力
车型的制造规模，以及成熟的电池回收体
系，将是丰田在三电系统成本控制过程的
杀手锏。在前不久的丰田电动化沟通会
上，来自丰田本部的技术专家久保馨透露，
中国市场将成为丰田在日本和美国之外第
三个计划实施电池回收的市场。由于丰田
在中国已经建立从研发到制造的全产业
链，因此“自产、自销、自回收”的闭环将显
著降低三电系统的综合成本。我们可以预
见的是丰田新能源车的售价将更符合消费
者期待，这在此前的混合动力系统国产后
的双擎车型上已经有了先例。

中国消费者最关心的续航
丰田给出答案

带着20多年的电动化技术积累，从混

合动力发展到插电式混合动力以及纯电动
领域，消费者的需求自然是第一位。用户
对电动化车型的里程焦虑是全球性课题，
看插混或纯电车型的电力续航能力，其实
就是电池的储能量，但同时这也是电动化
最大的成本之一。丰田虽然掌握着全球最
先进的三电技术，但基于电芯成本、电池衰
减速度的全球性不可回避难题，仍然需要
花时间满足丰田的质量标准。举一个例
子，锂电池在寒冷地区的性能下降几乎是
电动车的致命弱点，丰田在这个问题上的
解决方式是针对高寒地区配备续航性能更
稳定的镍材料电池组。当全球的新能源车
厂商都采用了锂电池作为储能单元，并不
断试图印证各自的续航能力时，丰田出手
就采取了两套方案的研发，而镍电池正是
20年前第一代混合动力系统采用的电能储
备装置，这就是丰田电动化的技术底蕴。

不仅如此，丰田认为新能源车不仅仅
是关注新车的续航能力，还应关注第二年、
第三年的表现怎么样。久保馨在沟通会上
表示，丰田在20多年的电动化研究中，积
累了控制电池裂化衰减的经验，而他们的
目标就是在整个产品的使用周期内都要让
电池保持一致的效能。

结语：

新能源车发展并不能依靠单一企业带
动全行业进步，丰田在20年前布局电动
化，是站在行业竞争层级的决策。今天看
来，当年丰田迈出的这一步，却成为了当下
全球汽车产业格局的重要一极。丰田提
出，不仅是在用车环节实现减排，还要从燃
料供给、车辆、零部件、材料制造，到维修、
废弃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进行减排。这样才
是丰田电动化实现的真正对地球友好的举
措。 文/潘峰

汽车产业转型 排放标准收紧

丰田电动化20年积累迎来最好发展机遇
2018年的中国汽车市场似乎比往年都更艰难，燃油车的排放标准也即将更上一个台阶。随着中国汽车行业明确以新能源车作

为弯道超车的切入点，面对新能源车消费的快速增长及潜在规模，丰田在4月份的北京车展上公布了其在华电动化进程，其中插电式
混合动力（PHEV）车型卡罗拉及雷凌将在2019年春季上市，而全球首发的纯电动车SUV奕泽和C-HR，将紧接着在2020年上市。
此外，丰田在燃料电池车（FCEV）及氢能源的技术储备和运用经验，也随时听候中国市场的召唤而整装待发。

丰田最新一代镍电池（上）、锂电池（下）

全球首款氢燃料电池量产车全球首款氢燃料电池量产车

人生逆袭
从叛逆少年到粉丝
超千万的美食作家

除了做美食
视频，王刚还
开了淘宝店。

盘龙茄子制作完成

王刚做菜，老婆
在一旁打下手。

邹小姐：王刚的口音真是太萌了，他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一是因为视频的
满满干货；另外就是大家都觉得刚哥的椒盐口音特别萌，说起菜来感觉莫名
地可爱。

茶蘭子：王刚教的都是一些简单易学
的硬菜，让食物回归质朴本质，比那些花里
胡哨的网红不知道高哪儿去了。
敏敏：王刚是一堆不锈钢锅碗瓢盆中的

硬核美食作家。
聆聆：不只是看到他网红了，从他偷师学艺给

人洗臭袜子这件事，看出了他的坚毅与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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