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以

何为食

“深夜报复社会”的，

何止《舌尖上的中国》，

亲，快来恶补这些———

■

《地中海饮食之旅》

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很有趣，直译为“逃到地中

海”，而不是传统的旅行。为什么说逃离？这就是地中海美食与主流快餐

文化的区别了。有研究说，地中海饮食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食体系，里克·

斯坦给这里的美食总结的特点就是“橄榄油、本地食材、种类很少”，简单

来说就是食物都是原汁原味。

■

《远东美食之旅》

这里说的远东，其实就是东南亚，现在在网上可以看

到前三集，分别说的柬埔寨、越南、泰国的美食。在柬埔寨，里克·斯坦大吃

用干胡椒烹调的螃蟹， 用特色椰汁加上咖喱酱制成的阿莫克鱼。 在此之

后，他又坐上平底船，开始沿着湄公河游历越南。牛肉河粉是越南美食一

大代表，最特别的就是用上了10多种香料，品尝自然要去河内的街头。之

后，里克·斯坦又前往泰国曼谷，去品尝当地的夜市美食。

■

《日本大使的饕餮盛宴》

这部纪录片有点特别，起因是日本大使觉得里

克·斯坦不懂日本美食的精髓，就把他请去日本感受一下。于是这个英国

大厨在日本参观了几天， 吃了寿司又去看了全球最大海鲜市场。 海鲜的

“鲜”字，是日本人不懈的追求，海鱼自然是要当天捕捞的，处理得越快越

好，海鲜市场也看不到冷冻海产品。这样的食材自然价格就不菲了，好的

三文鱼往往可以卖到几万英镑，让里克·斯坦也不由大为赞叹。

这部日本NHK电视

台拍摄的美食系列纪录

片，可以看成是《舌尖上

的中国》世界版，它跑遍

了整个世界，更野心勃勃，

也更专业。 在上世纪末，

NHK的拍摄组就在全世

界行走五万公里， 记录下

人类吃什么，为何吃，怎么

吃。 这部纪录片以全球各

种食物的起源为焦点，揭

示食物与人类的关系，它

不仅仅是一部食物的历

史，更是人类的民俗史、经

验史和生存智慧史。

《舌尖上的中

国》世界版

2014年4月20日

星期日

01

责编 吴岚 美编 刘静

打碟

淘碟

快 乐 周 末 碟 碟 不 休

WEEKEND

这里说的寿司之神， 就是日本

“寿司第一人”小野二郎。这部纪录

片的名字直译为 “二郎梦见寿司”，

说的就是小野二郎一生只有寿司，做

梦也是寿司。

对于寿司的精细追求近乎苛刻。

比如说， 在小野二郎的店做学徒，首

先必须学会用手拧毛巾， 毛巾很烫，

一开始会烫伤手。 这种训练很辛苦，

但日本就是这样。 你没学会拧毛巾，

就不可能碰鱼；然后，你要学会用刀

和料理鱼。十年之后，他们才会让你

煎蛋。 而为了保护创造寿司的双手，

不工作时永远戴着手套。对于小野二

郎来说，他就是要做到这样的极致，

早年的西方，香料价比黄金，那

时候的人肯定无法想象， 现代人的

餐桌上，竟然会有这么多香料。BBC

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呢， 就是带着你

来到香料的原产地， 看看过去的历

史和如今的状态。

这部纪录片也普及了一下关于

香料的常识，比如黑胡椒和白胡椒原

料都是胡椒，只不过是做法不同，黑

胡椒是自然晒干， 白胡椒制作过程

中有水浸。 烘焙常用的肉桂其实就

是树皮。 还有藏红花其实和中国的

西藏没有关系，它原产摩洛哥，被柏

柏人带去了西班牙， 所以正宗的西

班牙海鲜烩饭是应该放藏红花的。

“面条”是一种简单美味而又营

养健康的食物， 又是餐桌上最常见

的主食之一。 这部韩国纪录片就是

一路追寻面条的发展历程， 让观众

领略到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

文化差异。

这部纪录片一共七集， 由筹备至

拍摄历时三年，摄制组走遍中国、乌兹

别克斯坦、韩国、日本、越南、泰国、不

丹、 土耳其、 意大利等欧亚十几个国

家， 以各种确凿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资

料， 以及令人垂涎欲滴的 “面面”俱

到，向我们讲述了“面”传千里背后的

独特面条文化，给我们“面”目一新的

视觉享受。

吃货纪录片

未知的美食世界

这部纪录片，是宫崎骏监制的。其中很多资料，都是来源于宫崎骏当

年为了制作《阿尔卑斯山的少女》在欧洲采风的三个星期。

这部纪录片让人耳目一新：原来玉米和土豆可以长得如此五彩缤纷；

原来芋头是产自热带雨林，在丰收季节，人们就吃着烧烫的石头烤出来的

猪肉夹心芋头；原来在印度尼西亚的班达群岛，还有着最原始的捕鲸法。

从5月开始，男人们就出海找鲸鱼。他们的船用椰子叶覆盖，帆也是椰

子叶编的，全长大约10米，捕一只巨大的抹香鲸，要15艘船配合才行，渔民

的呼吸都要保持一致。等找到了抹香鲸，就将10多支鱼叉打入鲸鱼身体。

就这样，一年如果能捕到10头鲸鱼，岛上的人就衣食无忧了。

相比之下，尼日尔河流域生活的波佐族打鱼就容易多了。波佐族的人

一年中的一半时间，都要离开村庄去捕鱼。“波佐”在当地语言里的意思

就是“臭家”，他们住在充满鱼腥味的家里。雨季结束，尼日尔河三角洲就

会形成巨大的水面，波佐人把网放下再拿上来，鲤鱼和鲇鱼就几乎把船淹

没了。他们把鱼拖回去熏制，每天都吃鱼。世界上最喜欢鱼的日本人一年

吃70公斤鱼，波佐人一年要吃170公斤。

西瓜可以当饭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时， 制片方还找到了非常多的专业人士来提供帮

助，在每个拍摄地，甚至包括非洲，都有日本的人类学家在当地活动。

非洲的这位日本人类学家，他正在博茨瓦纳共和国的卡拉哈里沙漠，

研究这里人们以西瓜为中心的生活。在这里，西瓜不只是水果，而是原住

民的粮食和水瓶。

这里的人们过着养山羊、种西瓜、有时狩猎的生活。每家都储存着西

瓜，西瓜就是他们的主食。这种西瓜被称作“塔基”，不太甜，用来切成薄

片煮西瓜锅来吃，不放调料；西瓜籽也被人们捣成灰放进锅里，不放过里

面那一点点蛋白质和脂肪。男女老少都吃这个，每家轮流做轮流吃。

旱季时，沙漠里的雨很少，这些原住民就出门去找野生西瓜———这种

西瓜被称作“南”，哪里下过雨，哪里就有野生西瓜。塔基用来吃，南则是

用来喝的，南就是他们唯一的水源。一个南可以出水200毫升，连洗澡都是

西瓜里的水。 而这种寻找南的生活类似于放牧， 找到了产野生西瓜的地

方，人们就停下来，在这里搭起小屋，采西瓜，采完了就“搬家”。

中国的美食，从面开始

纪录片里的中国，就是一种怀旧的趣味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

国，人们穿着中山装，端着茶缸喝茶，满街都是自行车，那时候成都的青石

桥国营猪肉店也出现在画面中。

中国的美食，从面开始。在山西省阳曲县马头村，农民用收获的大豆

交换豆腐，面则是莜麦做的，是他们的主要粮食。但是莜麦面没有黏性，只

能蒸不能煮。玉米做的窝头也必不可少，当地不产小麦，吃的都是这些杂

粮。在黄土高原上，儿子们快要成家的时候，父亲们就把做面的技术传下

去，男人要持家必须会做。

四川的美食，则从豆豉说起。这是四川人的发明，也是最早的大豆发

酵产品， 韩国的酱和日本的酱油都是由此演变出来的。 但是， 孔子早在

2500年前就说过没有酱就吃不了饭，那时没有豆豉，什么是酱呢？《周礼》

中里有记载，把酱叫做罨牖。罨是什么不清楚，但牖是把猪肉和鱼肉一起

发酵做出的酱。

这首歌歌名很奇怪，是北

京一个宾馆，歌则是孙燕姿被

堵在北京的路上时有感而发。

作词的冷玩妹是个怪才，把自

己置身于北京的大路上，把自

己的感情和生活投射到北京

这座城市中。

歌曲缓慢的节奏就像人睡

着时候的心跳， 好像在北京这

座失眠很严重的大都市， 躺在

床上，关了灯，却翻来覆去睡不

着。其实不止是北京，成都难以

入眠的闷热夏季即将到来，多

少成都人会辗转难眠烦躁不

堪。烦人的不是天气，而是更多

被都市桑拿蒸出来的愁。

“银泰”就像一个开关，一

个PLAY键，一碰就能把不同城

市的人情绪联通起来。 这种情

绪是寂寞， 是对大都市的爱和

恨，是对恋人的思念和等待。

“北京起了风就有蓝天白

云， 然而我们属不属于这份眩

晕。”我最喜欢这两句歌词，感

觉是一种身份的认证， 认证的

结果是北漂的你我也弄不清楚

自己属不属于这座城市。 同样

的情感也能放在成都， 就好像

说“成都下了雨就有了层峦远

山， 然而我们属不属于这份心

安。” (po

妞

)

烦人的不是天气，

而是被都市桑拿

蒸出来的愁

（《银泰》孙燕姿）

《追爱大布局》

工科屌丝男追校花秘笈

首映时间：

4

月

15

日

适宜人群：

1.理工类技术宅男；

2.想避免被技术宅男追的校花

可看指数：

可以一看

主创阵容：

陈柏霖/陈意涵/郭

书瑶/姜康哲/安唯绫/张少怀/

潘慧如/瞿友宁

《超验骇客》

德普大人华丽变身高冷科学家

首映时间：

4

月

18

日

适宜人群：

1.追随“诺兰打造”

招牌的死忠；2.计算机科技粉；

3.《黑客帝国》系列粉丝

可看指数：

强烈推荐

主创阵容：

约翰尼·德普/凯特·玛

拉/摩根·弗里曼/丽贝卡·豪尔

《最佳嫌疑人》

商战迷雾重重， 说不圆容易把

自己绕进去

首映时间：

4

月

18

日

适宜人群：

1. 正在钩心斗角的

商场人士；2. 想看陈乔恩和苏

有朋激情戏的粉丝

可看指数：

爱看不看

主创阵容：

苏有朋/陈乔恩/林

俊贤/洪晓熙/刘桦/矢野浩二

《魔警》

玩内心戏的警匪片， 吴大帅哥

玩制服诱惑

首映时间：

4月18日

适宜人群：

1.花痴粉，吴大帅哥

又要脱衣秀身材了；2. 逼格高

的华语片迷；3. 喜欢研究点弗

洛伊德的人

可看指数：

可以一看

主创阵容：

吴彦祖/张家辉/思

漩/安志杰/廖启智/林嘉华/国

麟/欧锦棠

（据腾讯电影频道）

除了日本的NHK，英

国的BBC也热衷于拍摄美

食纪录片。 其中最著名的

系列，就是著名厨师里克·

斯坦拍摄的世界各国的美

食之旅。 从意大利到西班

牙，从远东到日本，这个老

头边吃边玩，真让人羡慕。

里克·斯坦的

美食之旅

从地中海

到远东

这些也很经典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