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厨房现身南宁
深受单身一族热捧

日前， 广西南宁一生鲜超市推
出共享厨房， 顾客通过线上报名参
加， 共享厨房提供厨具以及食材等
烹饪必需品， 顾客可根据需求进行
烹饪。 据介绍， 此共享厨房还推出
美食教学， 深受打工一族青睐。 图
为在广西南宁一生鲜超市内， 市民
正在体验共享厨房。

昆明气温骤降
动物悠然过冬

近日， 受强冷空气影响， “春
城” 昆明气温断崖式下跌， 最高气
温跌破10℃。 在云南野生动物园 ，
怕冷的动物在空调房温暖过冬， 而
耐寒的动物在室外无比活跃。 图为
在空调房里， 小狒狒抱着毛绒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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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悄悄的初冬略显柔和。 风不甚大， 枯黄树叶还没紧着飘、 大白菜却紧着往
家里拉。 从从容容的艳阳天， 少见了雾霾的骚扰， 只觉得丁酉冬季的冷意来得些
许早些。

寒夜里轮流值班排队购白薯， 几捆大葱家里拽， 弄数十斤雪里蕻腌渍上， 一
个冬季吃咸菜不愁。 最壮观的还是： 满大街 “京菜长城” 别致码放的忽多忽少。

储存大白菜， 当初可不是 “闲杂” 的任务。 家里忙活： 赶上一个礼拜天， 排
队、 找车、 出人力。 拉回、 码放、 勤捣鼓。 单位里跟着忙活： 机关企业车间班组
生产任务指标再忙， 也得抽调出来； 大食堂一个冬季的白菜储量优劣， 指着 “全
体总动员、 上下一条心”。

由大白菜当家的冬， 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的集体性记忆。

■看天下

上得了国宴桌面的霸气

“国字号” 尤其是京域的大白菜，
不缺乏名声与名气并列的响当当。 小
家碧玉， 犹如当家过日子， 绝对是勤
俭持家的一把好手。 出头抛面， 恰似
接待讲派头， 绝对是有里有面没得说。

上得了国宴桌面， 足以见大白菜
内在的霸气。 霸气之一， 此菜是曾权
倾一朝的慈禧太后喜欢吃的一道名菜。
霸气之二 ， 此菜不在乎主料的张扬 ，
在于其制汤的严谨与苛刻。 霸气之三，
看似朴实无华， 却尽显菜品味道的精
炼与精致造诣的功底。

开水白菜的主料， 就是大白菜的
心部： 略绿略黄略白， 清清爽爽地丝
毫不必矫揉造作。 朴朴素素， 根本无
需再做过多的雕琢。

其妙在汤的熬制。老母鸡、发干贝、
佐配以若干排骨。柴鸡脯、全瘦肉，全部
斩揽成蓉。 入水反复去污沫，葱姜料酒
盐、小火慢熬；直至清香飘溢，任由四周
空气被其曼妙味道渲染得徐徐腾升，竟
然惹鼻孔间隙稍稍生痒。

汤色 ： 淡黄清澈———残渣除尽 、
绝无瑕疵得纯洁无比。 汤味： 香醇爽
口———浮油撇尽、 绝无一丝的油腻挡
口。 沁入心脾———滋补温养与心灵感
悟出奇得相得益彰 。 用这等 “开水 ”
焯制的白菜， 能不上国宴的台面吗？

从御膳房的独为君享到灯火辉煌
大会堂的千人共享， 从独家秘制而成
到为人们众所周知， 大白菜绝无半点
儿的卑躬屈膝。 纯正的本土身份， 为
国人撑足了国宴的桌面。

有证据的据说：这道开水白菜是由
一位川菜师傅在御膳房里发明的。那会
儿川菜还不算霸气十足，常有议论“就
会麻辣味儿，粗俗得土气到家”。只为川
菜立证，这师傅冥思苦想并经反复制作
尝试，终于开先河地创作出这道“皇馔”
极品。 把极繁和极简归至化境，一扫川
菜积郁百年的冤屈。

清朝垮崩了， 师傅与 “开水白菜”
都回了家乡。 共和国数次的大宴会上，
一直有这道名菜 “值班”， 那是后来又
一个婉转回归故事的支点。

开水焯大白菜依旧是 “京宝”

家里楼下有一不大的京味儿餐馆：

专营 “爆肚”。 其中有一道特随意的菜
品 ， 还特别地热销 。 一年四季都火 ，
遂成了热卖头牌。 尤其是在冬季， 最
最与百姓嘴头子联络得紧密。 这菜就
是白菜豆腐粉丝汤。 吃完了一抹嘴儿，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桌边儿的二维码 。
显示完付款十余块钱， 物又美价又廉，
腹中充盈着融融暖意。

这菜怎就那么招人待见？ 不就一
瓦盆熟白菜嘛， 又有什么新鲜的？ 同
样开水焯白菜， 煮熟粉丝豆腐， 在这
儿多备一小碗绝味的麻酱调料。

一份招人嘴馋的麻酱调料， 顺势
提高了开水煮白菜几个档次。 只要我
想了焯白菜这口儿， 我就光临他店儿
一回。

回回闲琢磨： 一瓦盆白菜豆腐粉
丝的老三样， 唯有这家小馆在这一条
街中使唤得风生水起。 最后还是觉得，
老板口德与仁德第一。 始终如一地把
最低廉的原料视为守家持家的镇店之
宝， 倾所有精力， 就办好一件貌似很
平易普通的事。 不轻视、 不蔑视， 细
调制、 巧调制。 积其工匠的智慧之心，
诚实且稳健地办事， 必定能成就一件
就该他 “生意兴隆” 的事情。

小处入手不懈怠 ， 廉价大白菜 ，
从来都会是百姓餐食中的最爱。

饭桌上冷暖相伴的朋友

不见了白菜长城的汹涌蓬勃， 只
因京城的冬季里也有百 “菜 ” 齐放 。
数十年如一日地体验大白菜的 “熬炒
咕嘟炖”， 人们共享的 “白菜冬季” 早
已作古多年。 兼而有之也好、 取而代
之也好， 白菜的朴素本质一直被人们
津津乐道。

大白菜与大众具有很高程度的亲
和性。 明代名医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
中写道 ， 白菜微寒味甘 。 入胃 、 肠 、
肝、 肾、 膀胱经。 具备养胃生津、 除
烦解渴、 利尿通便、 清热解毒等功能。
是补充营养 、 净化血液 、 疏通肠胃 、
预防疾病、 促进新陈代谢的佳蔬， 适

合大众食用。
大白菜是与各种肉类联姻的绝好

搭档。 众所周知又百试不爽的一道菜
品———涮羊肉。 桌桌有、 顿顿有、 餐
餐有青白相间的白菜身影， 一点儿也
吃不腻。

记忆里， 大白菜一直是我们冷暖
相知相伴的朋友。 左亲右爱地不离不
弃、 上顿接下顿地尽情回味、 前呼后
唤地步步紧随， 和谐无隙。 关于节日，
离不开白菜核心的精准导演。 演绎一
场等待全部亲友相聚一起的日子， 用
饺子的形式呼应迎春仪式的郑重其事
且去告别往年旧事的逝去。

关于物尽其用， 想起来当年一次
冬春交季时， 到一位贺姓同事家做客
的情景。 寒暄客套茶毕， 进入菜满上
桌落座阶段。

一盘暴腌的小菜吸引了我。 细细
的丝状 ， 被各种腌料所环围 ： 似青 、
似红， 脆生、 腌香。 “这苤蓝丝拌腌
的真不赖！” 贺大姐笑啦， “我猜您就
蒙圈了， 就是一盘细拌白菜根。” 从那
以后， 佐酒小菜少不了一盘子辣麻鲜
咸香的 “炝拌白菜根”。 花椒、 辣椒、
姜丝、 胡椒面， 综合的共同体一块堆
儿袭来。

立冬往后 ， 女儿约定回家看看 。
微信里跑不了对 “酸辣白菜”、 “醋熘
白菜 ” 的垂涎 。 当面就说过好几回 ：
“老爸一炒这俩菜 ， 我准能吃净一
大盘子。”

现买的大白菜， 取第二、 三层的
帮儿。 斜刀片， 都片得一样大小。 热
锅凉油或是花椒粒子或是几枚辣椒 ，
烈火干煸白菜帮子至熟。 糖醋比例带
蒜蓉带淀粉汁下锅， 一盘子营养丰富、
味道可亲 、 明汁亮芡的 “酸辣 ” 或
“糖醋” 白菜， 足令餐者念想半辈子。

不信？ 您就试试看： 绝对是美味
得不能再美。 甘于朴实无华、 乐于取
悦于民， 这正是大白菜天自而成的优
秀品质。 施以巧手， 必定锦上添花！

摘自 《法制晚报》

首批台籍空姐
在厦航上机飞行

上周， 经过3个月的初始培训，
厦门航空首批台湾籍乘务员正式开
始上机飞行。 这不仅标志 “厦航台
籍青年就业千人计划” 稳健走出第
一步， 更标志 “台湾青年就业创业
基地” 首批学员正式步入工作岗位。
图为首次上机飞行的台湾级空姐刘
舒亚在航班上为旅客演示安全须知。

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
探寻“舌尖上的福州”

11月25日，福州美食达人向马来
西亚华裔青少年介绍福建招牌菜“佛
跳墙”的制作技艺和相关典故。当日，
来自马来西亚、参加2017年海外华裔
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福建
屏南营的营员们， 来到八闽之都福
州，寻找正宗的福州菜，探寻刻入基
因的味觉之“根”。

从从国国宴宴中中的的
““开开水水白白菜菜””

说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