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瑞士游览期间， 入乡随俗感受
当地人的美食 。 在苏黎世一家餐馆 ，
许多瑞士人在吃烤马排， 马排可以烤
成熟 、 嫩两种 ， 他们大多选择嫩的 ，
刀在盘里一切直冒血水， 便蘸些佐料
叉进嘴里， 看得人喉咙有液体上涌。

餐馆菜单上有一种菜叫塌塔牛肉
（Tatar音译），我问服务生，牛肉是怎么
做的？ 她不太懂华语，比划了半天才知
是碎牛肉，虽60瑞郎一份（合人民币400
元左右），但难得来一次，点一个。

服务生把塌塔牛肉端上来 ， 瑞士
食客都投来羡慕的眼光， 这是一道很
奢侈的菜， 不亚于国内龙虾、 鲍鱼之
类。 菜是一坨筒形的肉馅， 浇上料汁，
上有10几颗不知名的绿果和几片紫叶，
我尝了尝汤汁， 又酸又咸还很辣， 但
不是辣椒那种辣， 有些像芥末。 吃一
个绿果， 倒很甜脆爽口， 剜一点肉馅
放到嘴里， 几乎是全生的， 实在难以
下咽。 于是我把绿果拨出来， 叫服务
生把肉馅端到厨房炒熟 ， 不一会儿 ，
一个头戴高筒帽的厨师又把肉馅菜端
了出来， 用生硬的华语问是不是真的
炒熟， 得到肯定他自语说： 太浪费了，
为什么不点烧牛肉？

回到住地， 把餐馆的经历讲给翻
译，他说：品尝瑞士美食一定要先弄清
当地人口味，因为瑞士分德、法、意大利
语区， 各语区的人的口味都不一样，苏
黎世属于德语区，塌塔牛肉也是日耳曼
民族最爱的酸、辣、咸重口味。

翻译还说 ： 塌塔牛肉的发明者 ，
是中世纪有名的大牧场主亚格力克 ，

有一年， 他染上了瘟疫， 吃什么都没
有味道， 为此他经常无端发火。 厨师
凯卢卡突发奇想 ， 用柠檬、 咖哩、 洋
葱、 大蒜挤出的汁拌碎牛肉， 再加些
盐， 端给了亚格力克， 他填进嘴里就
感到鲜美味重， 胃口顿时大开， 直吃
得热汗淋漓， 瘟疫也好了许多。 从此，
当地人不但染上瘟疫要吃塌塔牛肉 ，
平时请客宴宾也将其作为主菜。 现在，
餐馆里的塌塔牛肉是小牛肩胛肉， 所
以才价格不菲。 而且分熟、 嫩， 常规

做法都是嫩的， 如果说明要熟的， 可
能会好些。

翻译虽说的头头是道 ， 我想不论
熟嫩， 难以说清的重口味真是让人无
法苟同。

第二天早上， 翻译说 ： 我们去吃
瑞士人的最爱———芝士火锅 。 翻译边
走边介绍芝士火锅 ： 200多年前的瑞
士， 山区居民生活十分艰苦， 他们放
牧、 砍树， 自带的午餐都是面包和芝
士。 冬天很冷， 硬面包加冷芝士难以
下咽。 于是就把芝士在锅中加热融化，
面包切成小块， 浸泡热芝士， 冷面包
立即柔软香甜， 就发展成今天花样繁
多的芝士火锅。

到了酒店 ， 我们点了一个鲜肉 、
一个水果芝士火锅， 待端上来我才知
道， 芝士是一种奶酪 ， 放进小锅里煮
成液体 ， 加入白葡萄酒 、 杜松子酒 、
果酒和大蒜汁， 把新鲜猪、 牛、 鸡肉
片放在里面煮， 翻译说： 肉变色就可
以吃， 否则就发硬变酸。 肉吃得差不
多了， 汤汁也变得十分黏稠， 有些像
糨糊。 这时， 用长柄叉将面包块放在
里面涮。 瑞士人吃起来一副停不住的
样子， 我却有些食欲不振， 觉得就是
酸奶、 鸡尾酒煮肉、 蘸面包， 虽很香，
但有一种说不清的怪味儿。 水果芝士
火锅却十分爽口， 特别是红莓、 黑莓
和樱桃蘸上热芝士， 甜脆浓香， 确是

别具一格的美味。
土豆火腿烤肉是瑞士特色菜 ， 在

宴客餐桌上必不可少。 瑞士一年温暖
的日子只有5—9月份， 人们便把握机
会在户外活动， 露天烤肉也就变得最
受欢迎。

在伯尔尼一家餐馆我们点了一份
土豆火腿烤肉， 菜端上桌， 色泽特别
漂亮， 这个菜必是食材的原汁原味了。
不料想填进嘴里才知： 土豆酸的， 比
酸黄瓜还酸。 火腿很硬， 开始嚼着咸，
一会儿又觉得辣， 最后又有些甜。 烤
肉还不错， 和国内熏肉大饼相似 ， 就
是奶酪味道很重。

在瑞士有一种老百姓餐桌上最常
见的家常菜：热斯蒂，极似国内土豆、大
白菜一类。 这个菜乡村小酒店有，高级
餐厅也供应。 远离故土的瑞士人，怀乡
情结里都会飘起“热斯蒂”的香味。

翻译告诉我们热斯蒂的做法 ： 将
土豆去皮切薄片， 在锅中用油煎， 撒
细盐、 咖哩粉等佐料 ， 煎至金黄色放
少许清水， 用微火烧15分钟左右收汁，
即可入盘中上桌。 吃时配一杯瑞士人
的 “国饮” 牛奶咖啡， 十分香酥可口。

瑞士阿尔卑斯山、 卢塞恩湖的银
峰潋影， 日内瓦、 伯尔尼等城市中世
纪建筑群深铭记忆 ， 而古怪的瑞士美
食我们虽吃不惯， 但那奇特的味道却
让人久久难忘。

品味瑞士美食
□周文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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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带你你旅旅游游

多彩的“丙察察”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 “丙察察”，
这不奇怪， 丙察察是一条道路的名称。
但是在自驾游的圈子里 ， “丙察察 ”
的名气很大， 可以说是无人不晓， 这
是一条从云南通往西藏的道路。 进藏
的道路数得过来有那么几条： 青藏线、
川藏线、 新藏线、 滇藏线、 唐蕃古道
（国道214线） 和川藏北线 。 这么排下
来， 人们就称 “丙察察” 为 “第七条
进藏路线”。

丙察察的起点是云南西北贡山县
的丙中洛镇， 沿怒江向北到达西藏察
隅县的察瓦龙乡， 然后向东翻越大山
到达察隅县， 取这三个地点的头一个
字， 这就是丙 （中洛） ———察 （瓦龙）
———察 （隅）。

这两年， 丙察察的路况有了很大
的改善， 但是， 它依旧是行车比较危
险的一条路。 今年2月2日察瓦龙乡政
府发出通知， 由于山里发生多处雪崩，
察瓦龙到察隅的道路中断。 接着， 3月
31日， 丙中洛镇政府也发出通知， 由
于连降暴雨， 丙中洛观景台附近山体
发生滑坡， 造成道路中断， 4月3日山
体再次发生塌方。 雪崩和塌方使得整
个丙察察线都瘫痪了。

经过当地政府的紧急抢通 ， 4月
下旬当我们走丙察察的时候， 道路已

经可以单方向放行了。 虽然道路有重
重艰险， 但是一路上风光无限。

在丙察察云南段， 我们可以看到
怒江第一湾和石门关的自然风景。 过
了滇藏界就是砂石路面了， 我们可以
看到悬崖边凿出的 “老虎口” 和干热
河谷的仙人掌。 当然， 最令人震撼的
场景还是大流沙！ 远望高山上几百米
宽的白色碎石， 像瀑布一样从山顶倾
泻下来， 一直冲到江边。 似乎任何一
丝风吹草动， 都可以诱发一次铺天盖
地的山石倾泻。 我们开车要从大流沙
下面经过， 想想头上悬着这么一座随
时都可能坍塌的大流沙， 真使人不寒
而栗。

过了大流沙不远， 就到察瓦龙乡
了， 这是西藏最东南的一个乡， 这里
有一个岔路口， 向东就是去察隅的丙
察察线； 向北是去西藏左贡的 “丙察
左” 线。

察瓦龙乡是一年一个样 ， 比去年
我们来的时候新建了许多旅馆酒店 。
街边搭起了长长的临时售货摊， 人来
人往的很热闹。 察瓦龙乡怎么一下会
有这么多人呢？ 我们一问才知道， 我
们赶上了一年一度的察瓦龙赛马节 ，
每年藏历2月15日都要在这里举行赛
马， 今年已经是第54届了， 西藏各地

和四川甘孜都有骑手赶来
参赛。

赛马场设在乡北面的
山脚下，有一个几公里长的
环形碎石赛道。骑手们身着
民族服装，牵着他们漂亮的
赛马，分成三组参赛。骑手
要在赛道上跑三圈，决定名
次。然后，每组取前四名进
入决赛。

赛马节是察瓦龙乡的
重大节日， 天一亮， 人们
就从四面八方赶到赛马场，
山坡上和楼顶上都站满了
人。 一声口令， 比赛开始。
只见出发地腾起一股烟尘，
十几匹马奋力冲出。 观众
无比兴奋， 只要骑手一经过， 人们就
站起来大声欢呼加油， 气氛十分热烈。

看过赛马节， 我们继续自驾丙察
察。 离开察瓦龙七八十公里开始翻山。
第一座就是海拔4498米的昌拉垭口 ，
山势陡峭山路崎岖。

翻上昌拉垭口， 我们看到了一个
洁白的冰雪世界， 汽车就在高高堆起
的冰雪中行驶。 我们先后又经过了海
拔4636米的珠雄拉垭口和海拔4706米
的益秀拉垭口， 别说十里不同天， 这

里五里就不同天了。 刚才还是艳阳高
照， 转眼就是大雪纷飞， 然后就是狂
风骤起， 一会儿又风停雪停了。 所有
这一切， 都给我们带来了新奇感， 我
们快乐地沉浸在这个冰雪世界里。

来丙察察自驾吧， 在这里可看到
令人震撼的大流沙， 可以看到彪悍的
藏民赛马， 可以沉浸在一个洁白的冰
雪世界里。 不过别忘了， 来之前看看
日历， 走丙察察最精彩的时间是每年
的4月份。

□陈大强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