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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烤鸭、葱烧海参、
黄河鲤鱼
再次成为豫菜“扛把子”

这批“中国菜”涵盖20余
种烹饪技法，畜肉类“占大
头”

现场，发布了全国34个省
籍地域（含港澳台）的340道经
典名菜、273席主题名宴。

地域经典名菜，是指在各
地域（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
内，具有悠久历史并传承至今，
有历史演变典故，具有独特制
作技艺，味型鲜明、营养丰富，
在质、色、香、味、形、器六大方
面呈现出浓郁地方特色的荤
素热菜。

地域主题名宴，是在各地
域（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
由有悠久历史并传承至今,并
由有广泛认知度和较高知名
度的地域代表性的菜肴组成
的主题宴席。有较强文化内
涵，具有历史演变典故，为接待
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性会议、接
待特定名人、服务特定事件而
设计的主题宴会。

据悉，中国烹饪协会于3
月份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
务主管部门、烹饪（餐饮、饮食）
行业协会及相关单位发出了

“征集令”，各省申报的名菜达
409道，主题名宴382席，经过
征询行业专家意见，按照标准
和程序，最终确定名单。

记者注意到，最终确定的
340道菜肴使用的食材（主料）
中，以畜肉及相关食材为主料
的菜肴最多，共有133道，以海
产品为主料的菜肴47道，以河
鲜为主料的菜肴60道，以禽类
食材为主料的菜肴56道，以蔬
菜及其他食材为主料的菜品
有44道。

此外，这一批“中国菜”运
用了包括烤、涮、烧、焖、炒、炸、

烹、蒸、扒、炖等在内的20余种
常用烹饪技法。

不是否定“八大菜系”，而
是弘扬和发展

此前，将发布中国地域菜
系的消息发出后，部分网友提
出疑问：这是不是对经典“八大
菜系”这一概念的否定？当天，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作
《中国菜——全国省籍地域经
典名菜、名宴发布报告》，进行
阐述。

他表示，在市场经济发展
之初，“八大菜系”的概念，作为
朗朗上口、易于传播的概念，为
弘扬地方饮食文化，促进餐饮
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此前的菜系概念已难以概括
和反映中国餐饮文化的全貌，
因此有了此次“遴选”。

“不是否定‘八大菜系’，恰
恰是对它的弘扬和发展。”姜俊
贤说，此次发布是对中华饮食
传统文化的发掘和阐发，是科
学判断新时代中国餐饮行业
发展趋势，使中华饮食文化基
因与当代经济相适应、与现代
社会发展相协调的与时俱进。

河南10道名菜，3道有海
产品

记者注意到，河南10道名
菜中，海产品为主要食材的菜
品有3道：扒广肚、清汤鲍鱼、
大葱烧海参。中原作为内陆
地域，为何擅长做海产品？

“这和历史上中原地区作
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
有很大关系。”中国烹饪大师、
颐顺轩二合馆董事长李志顺

说，历史上许多王朝选择建都
中原，比如唐朝定都洛阳，宋朝
定都开封，全国各地特色珍品
或在此汇集，或朝圣进贡，其中
就包括南方的海产品。所以，
虽然中原地处内陆，不仅对海
鲜并不陌生，还有很好的烹饪
基础。

名菜、名宴发布后，是否
会主打“34 个菜系”这一概
念？姜俊贤表示，每个地域都
有其特色菜品，但更多会聚焦
在“中国菜”这一整体概念，有
助于推动中餐走向世界。对
此，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
会会长张海林持相同观点。“就
像是包子，韭菜、粉条、鸡蛋都
需要，但只有包在一起，才是包
子。”张海林说。

“中国菜”在河南发布，是
回归、整合，也是新生

据介绍，此次活动在河南
举行，与河南省的历史渊源分
不开。在中华五千年的灿烂
文明中，河南有三千年是全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
八大古都四个在河南。凭借
多代王朝都城的优势，兼收历
代宫廷、地方、民族餐饮文化之
精华，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河南
餐饮文化。中国历史上第一
位帝师——商王朝开国宰相
伊尹，被誉为厨师鼻祖。

“可以说，河南就是中国
烹饪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河南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郑州举办这次活动，体现了对
中国菜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对
接，是回归，是整合，也是新
生。此外，也将促进河南省餐
饮业的大交流、大学习，有助于
推动其品质提升，转型升级。

昨日，备受关注的“中国菜”在河南省黄河迎宾馆发布。全国34
个地域菜系、340道地域经典名菜、273席主题名宴新鲜“出炉”。其
中，河南省10道名菜、10大主题名宴上榜。

此次发布会是2018向世界发布“中国菜”活动暨全国省籍地域
经典名菜、主题名宴大型交流会的“重头戏”，也是中国首次向世界发
布中国菜，活动由中国烹饪协会联合省商务厅共同主办。

记者注意到，作为内陆省份，河南省入围的10道名菜中，竟有3
道的主料是海产品。专家分析，这与历史上中原地区作为全国政治、
经济中心的地位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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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河南省10道名菜、10大主题名宴上榜全国省
籍地域经典名菜，黄河鲤鱼、葱烧海参、汴京烤鸭等河南老百姓
耳熟能详的豫籍名菜又一次展示在全国食客面前。当作为吃
货的你对着这些名菜垂涎欲滴时，有没有想过它们背后也孕育
着一个个美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豫菜背后有着
怎样的江湖故事？咱挑几个耳熟能详的说说。

●十大传统经典名菜

1.豫式黄河鲤鱼（糖醋软熘、红
烧、清蒸）2.煎扒鲭鱼头尾3.炸紫酥
肉4.扒广肚5.牡丹燕菜6.清汤鲍鱼
7.大葱烧海参8.葱扒羊肉9.汴京烤鸭
10.炸八块

●十大主题名宴

1.汴京御筵2.第一楼什锦包子筵
3.汴梁五簋八广肚席4.海参席5.全鱼
席6.洛阳水席7.全鸭席8.牡丹筵9.
黄河迎宾筵10.司马光家筵

正宗豫籍秘法拳——
汴京烤鸭

中国老百姓对于烤
鸭非常熟悉，其中又以

“北京烤鸭”为最，事实
上，汴京烤鸭才是中国烤
鸭的源头，就像每家门派
都有一门不外传的秘法
功夫一样，汴京烤鸭代表
的是中原美食风格。

煜丰烤鸭品牌创始
人顿玉松向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介绍，烤鸭发
源于北宋，早在公元十世
纪就已出现了“汴京烤
鸭”，《东京梦华录》中就
有关于“烤鸭”的记载。
随着朝代的更迭，汴京烤
鸭技艺随宋朝南迁流传
到南京、杭州。南宋时，

“炙鸭”已成为临安“市
食”中的名品。 《元史》
中曾如此记载，元破临安
后，元朝将军博颜将临安
城中的“百工技艺”徙至
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
烤鸭技术才算真正传到
了北京。

而随着时代发展，如
今河南的“汴京烤鸭”是
怎么做的？它采用新郑
枣木为燃料，这是延续了
1000 多年的技术传承，
在-20℃的状态下去脂排
酸，又用270℃的炭火烘
烤45分钟。煜丰美食在
寻找历史资料、拜访老艺
人的基础上，优化提出了
烤鸭加工的13道工艺，从
而尽可能复原出汴京烤
鸭的传统烤制手法。

独孤九剑——豫式黄
河鲤鱼

黄河鲤鱼是咱河南
的一道招牌菜，也是开封
又一新饭店、阿五黄河大
鲤鱼、郑州裕丰源等饭店
响当当的名片。每家饭
店又都有自己对黄河鲤
鱼的独到理解，正如独孤
九剑一般，大剑无锋、大
巧不工，无招胜有招世。

鲤鱼在我国历来被
尊为“诸鱼之长”。北宋
更是奉鲤鱼为“食品上
味”。黄河中的鲤鱼，因
肉味醇正，鲜嫩肥美，形
色艳丽，口鳍淡红，两侧
鱼鳞金光闪闪，世称“金
色黄河大鲤鱼”。《清稗类
钞》称：“豫省黄河之鲤，
干鲜肥嫩可称珍品”。而
开封乃至中原地区，更因
一道举世闻名的“糖醋软
熘鲤鱼”而一度成为“食
品上味”。

从北宋到南宋的更
迭中，大批汴京的居民跟
着皇室来到杭州，成为当
时的“浙漂”，随着环境的
变化，食材也有所不同，
黄河鲤鱼甜，西湖鲤鱼的
泥腥味较重，于是改为草
鱼，南方人不喜欢油炸食
品，那就改为汆水，不喜
欢鱼中有甜味儿，那就再
改，于是减糖加姜，后来
又成就了一道名菜——
西湖醋鱼。

咱河南老百姓更熟
悉的黄河鲤鱼做法则是

“鲤鱼焙面”，焙面也称龙
须面。据《如梦录》记载：
当时制作“龙须面”。只
是用水煮熟，后改炎焙制
的方法，故称为“焙面”。
色泽枣红，软嫩鲜香的鲤
鱼再加上蓬松酥脆的焙
面结合在一起，足可见咱
们河南老祖宗在吃上下
了一番真功夫。

葵花点穴手——大葱
烧海参

如果说烤鸭、黄河鲤
鱼是传统豫菜代表的话，
那么大葱烧海参则是新
派豫菜的佼佼者。它以

“葵花点穴手”的姿态快
准狠地点中了当今美食
市场的命脉，也摸准了广
大食客的口味，使得这款
原本以家常风格见长的
大葱烧海参迅速成为河
南高端美食市场的代表。

大葱烧海参是鲁班

张的当家花旦，据介绍，
其所选用的海参来自北
半球高纬度海域生长的
野生海参，这种海参个头
儿大，肉质厚，营养丰富，
口感好。大葱也绝不可
不讲究，要用山东章丘大
葱，这种大葱葱白极长，
味微辣、生吃脆甜，章丘
大葱在明朝时期，就已被
皇室封为“葱中王”。

这样做出来的大葱
烧海参，红褐光亮，葱香
四溢，入口软糯弹牙，浓
郁醇厚。对了，您还得来
碗米饭配着吃，极其下
饭。

大力金刚掌——洛阳
水席

在十大主题名宴中，
洛阳水席也占据一席之
地，使得这道代表河南的
宴席更为天下人所知。
事实上，洛阳水席正如端
庄威严的大力金刚掌一
样，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
豫菜的代名词。

据了解，正宗的洛阳
水席全席共设24道菜，包
括8个冷盘、4个大件、8
个中件、4个压桌菜，冷
热、荤素、甜咸、酸辣兼而
有之。上菜顺序极为考
究，先上8个冷盘作为下
酒菜，每碟是荤素三拼，
一共16样；待客人酒过三
巡再上热菜：首先上4大
件热菜，每上一道跟上两
道中件，也叫陪衬菜或调
味菜，美其名曰“带子上
朝”，最后上4道压桌菜，
其中有一道鸡蛋汤，又称
送客汤，以示全席已经上
满。热菜上桌必以汤水
佐味，鸡鸭鱼肉、鲜货、菌
类、时蔬无不入馔，丝、
片、条、块、丁，煎炒烹炸
烧，变化无穷。

在洛阳本地人看来，
水席是各种宴席的上席，
作为传统饮食，洛阳水席
和牡丹花会、龙门石窟并
称为洛阳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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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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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向世界发布“中国菜”活动暨全国省籍地域经典名菜、主题名宴大型交
流会上，还公布了“舌尖上的经济”。其中，去年，河南省餐饮业销售额 2773.41
亿元，这意味着，河南省“吃”出超2700亿GDP。

目前，全省有22万家餐饮企业，从业人员500万以上。培育餐饮业国家驰
名商标3家、中华餐饮名店84家、中华老字号16家、河南老字号105家、豫菜品
牌示范店248家。

2017年，河南省餐饮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2.5%，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七分之一，约占全省GDP的6.1%，总量居全国第四位，中西部第一。

此外，我省餐饮业近40年来表现抢眼：1998年，河南餐饮业销售收入177.1
亿元，2017年餐饮业销售额2773.41亿元，20年增长了近16倍。

河南省“吃”出超2700亿GDP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