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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04

如果你是“老饕”，那在成都，5
月绝不能错过的一场展览来了。

5月15日下午，中国美食（菜谱）
文献展在成都博物馆4楼开展。这是
中国第一场美食菜谱文献展，展出内
容跨越明清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覆盖
35 个省市，共约 1200 册菜谱和 300
件左右的粮票。

都知道辣椒是川菜之魂，但很少
有人知道辣椒并非四川本地作物。蜀
人“好滋味，尚辛香”，但辣椒这味辛辣
调料，直至明末清初才被引进四川，后
逐渐取代葱、姜、蒜等本土作料，与花
椒一起构成了川菜最具标签的味道。
而关于明清后川菜的发展历程及秘
密，都将在这一场展览中被揭开。

约1200册菜谱
含川菜、京菜等

“中国的美食文化只能通过两种
方式传承保护下去，一个是通过老师
傅口口相传，另一个就是菜谱。”展品
所属者二毛向记者提起了举办这场
展览的初衷，他是诗人，也是美食家，
已收藏了30年菜谱。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二毛从北
京来到成都，之后在成都生活的十年
里，基本每周六早上都和朋友去杜甫
草堂收集菜谱。作为一个资深“老
饕”，除了本身对菜谱感兴趣，从菜谱
里找出几个老菜，改良复原后拿到自
己开的餐厅里卖是他最初的目的。

在长期对比研究中，二毛发现，由
于历史原因，与其他菜系相比，川菜是

“融合性、包容性最强的”。从全国菜系
反过来研究川菜，二毛也对川菜有了
更深入的认知，并得出一个概念：口音
相近，饮食文化就相近。他认为川菜并

非一个狭隘概念，“西南地区如云贵川
一带的菜系，可统称‘大川菜系’。”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展出菜
谱涵盖了35个省市，菜谱约1200册，
粮票约300件，时间跨度从明清一直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包含川菜、沪浙
菜、扬州菜、京菜等各地菜谱，此外，还
包含全套的《中国烹饪》《四川烹饪》及
国宴文献、酒店重要宴会菜单、中国人
民解放军食谱、中国铁路饮食文献等。

《成都满汉全席》
这里也有

二毛告诉记者，由于此次展览将
成都作为主场，因此展出的大部分都
是川菜菜谱，展览将持续至 6 月 15
号。未来，二毛将在中国各大城市开
展，届时展品也将以所展览地区的菜
谱为主，他还计划将这个系列展通过

“一带一路”走出去。
策展人赵野告诉记者，作为成都

熊猫亚洲美食节的活动之一，此次展
览还将以文化输出的形式，将中国美
食文化推向世界。

二毛也向记者介绍了此次展览
中与川菜最有渊源的一本食谱——
1959年4月，成都东城区商业局出品
的《成都满汉全席》。

“它是川菜文献中，最具代表、最
重要的文献，这本是原版。”这本书系
一位曾做过三次成都满汉全席的川菜
泰斗，亲自指导两位弟子所作，内有80
多道菜，包含前菜、硬菜、糕点等。

“现代川菜正在形成自己的文化，
文献是最重要的载体。川菜只有从古
书里走出来，从菜谱到转换再到复原，
老百姓吃得到，才不会消失。”二毛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彭祥萍

姿态优雅的泰式舞蹈、热血激烈
的泰拳表演、琳琅满目的泰国商品
……作为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的重
要子活动之一，“舌尖上的亚洲”开幕
大戏——2019成都泰国风情周昨日
下午在仁和春天光华店开幕，将异域
风情的泰国“搬”到了成都人家门口，
展示泰国文化艺术、旅游产业、传统
和时尚产品等,让市民了解泰国、领
略泰国文化的魅力。

70余家泰国企业亮相
近距离感受泰式风情

本届成都泰国风情周有哪些好
吃、好看、好耍的？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在开幕现场看到，70余家泰国企
业按照产品种类划分为不同的展区，
特色商品琳琅满目，既有泰式风情十
足的装饰品、手工艺品，也有吃货们最
爱的新鲜水果、水果制品，最受小姐姐
们关注的护肤品、SPA用品、草本植物
制品展位前更是人气爆棚。

除了特色商品展销以外，5月15
至 19 日“2019 成都泰国风情周”期
间，泰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还安排了
泰国舞蹈演出、泰国美食小吃等活
动。由泰国国家旅游局成都办事处
及泰国国家航空公司联手设置的泰
国品质旅游推广，也向成都市民展

示泰国各大著名的旅游景点及泰国
文化特色。

“食辣挑战赛”四川版
11月有望亮相清迈、曼谷

“美食”是将全世界人民联系起来
的纽带。泰国菜和四川菜同样都是以

“辣”闻名于世，美食文化交流已经成
为两地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

“不怕辣”的四川人遇上“辣到喷火”的
泰国料理，谁是王者？5月16日—19日
举办的“食辣挑战赛”能告诉你答案。

记者了解到，“红咖喱鸡”“凉拌木
瓜沙拉”“冬阴功汤”“凉拌猪肉沫”4道
泰国地道美食将依次亮相，只要在指
定时间内完成当天指定菜品的挑战，
就有机会赢得抽取成都-曼谷免费机
票大奖的机会，可谓相当有吸引力。

“4天会有不同辣度的比赛。”泰
国驻成都总领事吴威德先生接受记
者采访时透露，“食辣挑战赛”不仅要
在成都办，还计划今年11月在清迈、
曼谷举行四川版的“食辣挑战赛”，让
更多的成都美食走进泰国。吴威德表
示，“泰国不仅来参加这次美食节，举
办一系列活动，还请来了100个中国
厨师培训泰国菜，希望借助美食的魅
力将泰国文化介绍给更多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5月15日上午，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
“名厨荟”在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来
自日本、以色列、泰国、新加坡、韩国以及
中国港澳台地区和中国其他城市的18位
名厨齐聚一堂，通过美食文化互鉴、烹饪
技法交流、特色美食展示、现场教授中外
经典菜品的制作等多种形式，以美食为载
体进行文化交流。

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配套活动，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以食为媒，通过“名
厨荟”跨界交流活动，使各地美食烹饪技
法得以交流碰撞，并从彼此悠久的历史文
明中汲取养分，以此凝聚共识，推动各国
文化的互鉴融合。

“金丝面是‘川西一绝’，已经有两百
多年的历史。”兰桂均有三十多年制作金
丝面的经验，曾获成都市擀金丝面第一
名，他告诉记者，除了刀法讲究，金丝面的
汤，还是四川名菜“开水白菜”的汤，用火
腿丝和鸡汤精心熬制。吃法上也有讲究：

“吃这碗金丝面首先要闻香，凝神屏息之

间汤的鲜美尽在鼻腔，其次才是喝汤，最
后才将金丝面吃进肚中。”

除了兰桂均带来的金丝面，日本的鲑
鱼寿司配孟宗汤、印度的印式石榴烤鸡肉
串、香成都的牛骨髓烧手工豆腐、杭州的
金牌扣肉、以色列的五彩茄子、印度尼西
亚的菠萝蜜饭……18位名厨，带着家乡味
道来到成都，在传统美食文化中又融入自
己对美食的理解。

来自成都的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分子
先锋料理川菜融合菜开创者李佳豪带来
了宫保虾球，他不仅现场展示了这道菜的
做法，还教三个不同国家的厨师做这道
菜。“我推荐宫保虾球的原因在于，我想让
大家知道川菜不止是麻辣。”他提到，一些
国宴川菜里，就包含了开水白菜、鸡豆花
等不辣的川菜。“川菜让世界人民知道四
川，知道成都，作为烹饪一代，我们有义
务、有能力把川菜发扬光大。”李佳豪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彭祥萍

摄影记者 陶珂

联合国贸发署官员卡洛琳娜联合国贸发署官员卡洛琳娜··昆塔娜昆塔娜：：

美食走向世界，
先起个好记的名字

中国（成都）国际美食文化高峰论坛在成都开幕

会场门口支着一个糖画摊，麦芽糖在热炉上融化，一勺一舀，成都糖画匠人樊均富摆动手腕，在板
上作画，等到糖浆凝固，就成了栩栩如生的“浣花女”、“大熊猫”和川剧里的花旦将帅。参加论坛的各国
嘉宾在摊前驻足停留，拍照留念。

昨日下午，作为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重要的子活动之一，中国（成都）国际美食文化高峰论坛在成
都开幕。上述糖画，正是舌尖美食与文化的融合作品之一，在这次的中国（成都）国际美食文化高峰论
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们还在围绕“舌尖上的文明”主题深入探讨。

此次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紧扣“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题，作
为其重要子活动的中国（成都）国际美食文化高峰论坛也选择了“舌尖上的文明”这一主题与之呼应。

昨日下午，160 名重要参会嘉宾
与数百名听众齐聚在成都，展开了关
于舌尖文明的讨论。他们谈论美食与
创意经济，也以一个个案例来剖析美
食如何作为文化内容的创作素材；他
们谈论美食的传承与坚守，也探讨舌
尖之外的跨界与创新。

作为此次出席的重要嘉宾之一，
联合国贸易发展署创意经济部主任
卡洛琳娜·昆塔娜谈论了美食与创意
经济的关系。她认为，创意经济是未
来经济发展的制胜法宝，具有文化和
经济的双重价值。绘画、音乐、设计、
美食以及展会等都是创意经济的组
成部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成都做了很多努力，通过美食走
向世界，成都当然可以。”昆塔娜表示，
此次美食盛会就是很好的契机，可以
向世界展示成都本地的资源和历史文

化。第二次来成都，昆塔娜已经熟悉了
这座城市的氛围，“这里的人们开放、
温暖，就像这里火辣的菜肴一样。”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出去”
呢？昆塔娜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给菜起个好记的英语名，学会为美食
讲故事。昆塔娜笑着告诉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我昨天晚上吃了很
多很多好吃的，但是我只能记住 hot
pot（火锅），其他的菜我都不知道叫什
么。”她表示如果这些菜拥有好记的
英文名字，那么在国际上传播的过程
会变得更容易。同时她指出，外来客
在品尝美食之前，是先“看”到美食
的，因此美食的视觉呈现方式以及其
背后的故事挖掘也非常重要，“成都
可以多多挖掘这些美食背后的不同
故事，再通过故事向外国人展示本地
的历史文化。”

昨日的中国（成都）国际美食文
化高峰论坛上，口碑饿了么基于大数
据分析发布了《成都城市餐饮趋势报
告》。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亚洲美
食商户数量新增 56%，超过北上广，
仅次于深圳。同时《报告》还提到——

“虽然常常高喊减肥口号，但是美食
当前，成都女性的战斗力明显更强，
这也使得男女消费者数量比达到了
近1:1.35，尤其是在奶茶消费上，女性
贡献了近7成订单。”

《报告》评估结果显示，今年以
来，蓉城餐饮市场增长稳定，东南亚
菜、日韩料理、西餐等异国餐饮在成
都迎来较快发展。其中东南亚菜、日
韩料理商户数量同比增速分别为
251%和 186%，东南亚菜增速明显高
于北上广深城市。

但《报告》也指出，即便是吃异国
料理，成都消费者也明显更加喜爱火
锅的吃法。在最新的成都餐饮业好口
碑指数排名中，有3家泰式海鲜火锅
进入总榜前十，大获消费者好评。此
外，川渝火锅和川菜依然位列成都市
民最喜爱的菜系，两者订单占比分别
达到了21%和18%，不过相比火锅市
场的持续火热表现，川菜表现略有降
温，订单量总体水平较去年同期保持
基本一致。

从消费人群来看，00后人群消费
的快速增长，是推动成都餐饮消费近
期增长的最大动力。在成都，00后的
一季度订单量同比增长近76%，消费
占比也增长了近2个百分点；90后则
是成都餐饮消费的绝对主力，占比接
近 50%。毫无疑问，成都餐饮业年轻
化趋势显著。有意思的是，虽然常常
高喊减肥口号，但是美食当前，成都
女性的战斗力明显更强，这也使得男
女消费者数量比达到了近1:1.35，尤
其是在奶茶消费上，女性贡献了近7
成订单。不过在每餐消费上，男性明
显更愿意对自己好一点，笔单价较女
性超出近 24%。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尹沁彤 摄影记者 陶轲

160名嘉宾齐聚 谈论美食与创意经济

不少文人吃客到了中国台湾，都
是借着当地美食作家焦桐的《台湾味
道》一书吃遍了大街小巷。

昨日下午，焦桐出现在中国（成
都）国际美食文化高峰论坛上。虽然
是第一次来成都，但在这两日的美食
之旅中，焦桐颇为尽兴。“和我想象中
的成都差别不大，首先这里是一个文
化积淀很深的地方，李白、杜甫、苏东
坡，有那么多优秀的诗人在这里盘桓
过。”这些文化积淀，已经渗透到所有
食物中，这让他吃这些食物时感到更
加有趣，更加感动。

吃过那么多地方，焦桐说川味是
通传江湖的，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受欢
迎。“但成都的水准最为准确。”焦桐

用传得很广的回锅肉举例，他说他吃
到的每一片猪肉都很“准确”，卷曲起
来的肉，每片都有让人迷恋的酱香
味。还有在“天府晚宴”上吃到的樟茶
鸭也让他念念不忘，“已经不止是好
不好吃的成都，食物背后那种烟熏的
滋味，风过的味道，能让我把它与四
川成都的文化接轨、联想在一起。”

虽然川菜已通传江湖，但在焦桐
看来，还有需要修正的地方。“不要
去将就。”焦桐说，欠缺了足够的麻
辣，台北的川菜“棱角”已经不明显。
焦桐表示，如果把食物当作作品，那
作品就要成为典范，成为大家信赖的
老味道，再有层次、有节奏感地营销
出去。

美食作家焦桐：成都文化已渗透到食物中

同步播报

今年一季度
成都亚洲美食商户
数量新增56%

18位名厨齐聚成都
只为了“吃”这件事

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

1200册菜谱、成都满汉全席

都在这里

美食文献展来了美食文献展来了

2019成都泰国风情周开幕
家门口体验地道泰式风情

卡洛琳娜·昆塔娜

焦桐

大刀金丝面 五彩茄子宫保虾球

中国烹饪名厨四川省烹饪大师兰桂均

上接01版 这道菜是采用香港本地
的狮子鱼，配上代表川菜经典味型的
麻辣汁。

日本东京赤坂中山四川料理餐
厅，老板兼主厨叶鹏特意定制日本季
节料理“竹笋钵钵鸡”。这道日本创作
的钵钵鸡，选取北海道产冷榨菜籽油
炼制红油，加入日本春天的鲜嫩春笋
和质细嫩弹的阿波地鸡，完美融合了
四川凉菜的麻辣鲜，又突出了日本季
节料理食材的新鲜。

位于洛杉矶的成都映像，秉承川
菜精髓，在形态上更趋国际化，推出
了适合华侨和当地人口味的菜品，如
牛肉咔饼、椒麻鸡、麻婆豆腐、小炒
肉。美食之外，店内增加了中华文化
体验，将川西民居元素植入到全店现
代简洁的设计之中。

“拔草节”全域美食狂欢
1200多个餐厅和11个商圈联动

美食节还联动全城1200多个餐
厅和 11 个商圈，邀请所有成都市民
尽情“拔草”，感受美食魅力。

5月15-22日成都市民可以到7
个点位参加“拔草节”，包括春熙路（红
星路广场）、宽窄巷子、锦里、339广场、
大悦城、凯德天府、一品天下（龙湖西
宸天街）。“拔草节”提供的福利将足以
让美食爱好者惊喜：例如，以1分钱的
价格，市民就有望抢到130多家品牌
的招牌菜，其中不仅有川菜、火锅，还
有亚洲各国的美味佳肴。口碑APP工
作人员表示，市民在重点打卡站打开
口碑线上主会场即可参与线下互动打
卡，从而获得扫码“拔草”的机会。

在线上，口碑、饿了么、点评也开
设了全域狂欢在线专区，组织商家活
动开展优惠补贴。

海外的美食爱好者也可以享受
到福利。成都“川菜走出去”系列餐厅
此次带头加入成都熊猫美食节体验
餐厅序列，并重点在海外店开展“闻
香识成都”等活动。

火锅爱好者“高能预警”
火锅创意市集开市啦

“开市啦！”昨晚，成都熊猫亚洲美
食节配套活动——位于高新区铁像寺
水街的火锅创意市集正式启动。该活
动将持续至5月22日，围绕“爱成都
爱火锅”主题，在成都开启火锅美食盛
宴。除了各类火锅的移动店铺展示区
外，现场还将进行“成都辣椒大赛”等
活动，让市民充分感受四川的辣文化。

“火锅作为成都文化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已深深融入到了这座城市
的灵魂。”四川省火锅协会会长沈洪
光表示，作为国际美食之都，火锅创
意市集结合火锅主题策划，将美食、
文化、旅游、健康、艺术等形式跨界进
行有机融合，还特别打造出一条火锅
大道，面向市民开放。

各种网红食物都在这里集中展
示：例如，集渔泰式海鲜火锅现场推
出抖音上最火的香水饮料，老码头、
小龙坎也现场制作火锅。这些火锅品
牌还将携大量优惠活动前来，集中对
市民发“火锅红包”，其中不乏“霸王
餐”这类干货福利，让前来玩耍的市
民朋友们尽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