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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五美食店!看着排成长队就餐的客人!市场部

经理刘斌说!他们在经营新派豫菜时!通过宣传册"店

内文化"服务员的口头介绍!不厌其烦地把豫菜的各种

历史和特点介绍给每一位到饭店就餐的客人# 当客人

品尝某一道菜觉得好吃时! 就会有人告诉他这道菜在

豫菜中是怎样的来历! 甚至是不同于其他菜系的那些

独特烹调方法$食客不再简单地认为豫菜就是烩面%糊

辣汤!他们至少知道!河南有糖醋鲤鱼焙面!有牡丹燕

菜!有阿五豆腐"牛奶炒饭&&

樊胜武说'(打出自己的品牌菜! 首先要勇于创新!

把各大菜系的精华)拿来*!不管是烹饪技法还是色"香"

味"意"形"养!都应为我所用!融于传统豫菜!最终形成

自己的特色$第二!要挖掘民间豫菜$民间传统豫菜往往

是特色与创新的结合体!是振兴豫菜的宝贵财富$第三!

敢于亮出自己的)剑*$ 这既是亮出自己的招牌菜!也是

积极地宣传推介自己$ +

曲安民会长说'(豫菜复兴第一要学会继承 !在继

承中找到每个菜点的源头 , 第二从业人员要改变观

念"提高素质,第三要创新和突破!豫菜要在原料方面

突破传统"大胆使用"敢于尝试!创制出更多的美味新

派豫菜,第四要广泛宣传推广$ 阿五的成功就是很好

的例子$ +

任何一种产业的兴起 !都有很多种因素 !其中政

府重视的产业 !发展尤为迅速 $ 川菜复兴就是各级政

府重视 !将川菜延伸成一条产业链 !从种植 "养殖到

加工 "就业 !形成一条龙服务 !不但将川菜叫响全世

界 !同时也拉动了相关产业 !带动了整个四川的经济

发展 $ 如今湖南 "吉林 "天津等省市政府领导也在积

极行动 $ 樊胜武强调 !河南 !既是人口大省又是农业

大省 ! 有厚重的文化和各种有利资源 $ 只要政府重

视 !社会各界关注 !豫菜一定会复兴 !一定会快速成

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菜系 $

在历史的长河中!豫菜曾盛极一时!

被烹饪界认为是中国各大菜系的渊源!

但在名扬中外的"八大菜系#中!鲁$川$

粤$闽$苏$浙$湘$徽各占一席!却无豫菜

身影!就连河南人自己提及豫菜也是"犹

抱琵琶半遮面%& 究其原因!主要是豫菜

特色逐渐丧失$缺乏创新!既没有川菜的

"辣%$ 粤菜的 "鲜%! 也不具备鲁菜的

"味%$淮扬菜的"形%!虽然能符合各种人

的需求!但缺少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个性&

在饮食文化日益丰盛的今天! 面对众口

难调的食客!"一招鲜走遍天% 仍然是饮

食业最大的法宝& 因此! 传承和复兴豫

菜! 最重要的还是创新! 做出自己的特

色& 近年来!豫菜渐行渐近!复兴豫菜的

脚步声铿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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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一条横亘在中原的鸿沟!破灭了霸王

项羽吞并刘邦的宏图!至今仍让人为之叹息& 今

天!仍然有一条鸿沟!在阻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进程& 这条新时代的鸿沟!就是在城乡之间

因信息技术利用水平不同而造成的信息鸿沟&

前不久!我有事回老家!对信息鸿沟的认识有

了比较深切的体会& 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子!这几

年陆续有村民尝试着种山药& 与种庄稼相比!种山

药效益显然更好& 不过!到了收获季节!村民们种

的山药都是在地头等着外地老板来收购! 价格当

然是来收购的外地老板说了算& 村民们虽然赚了

些钱! 但后来往往在与到外地做生意或工作的老

家人聊起来! 才发现大城市的山药价格是自己卖

的价格的一两倍!心里难免十分遗憾&

在我看来!"山药问题% 就是一个典型的信

息鸿沟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村民不知道最喜欢吃山药的人群在什么

地方!是在东北还是在江南( 是在广州还是在上

海( 其次!村民不知道最新的山药市场行情!是

一块五还是二块二( 第三!村民不知道什么样的

山药最能卖到好价钱! 什么品种的山药最适合

目标消费人群( 从外观上看!是一米的受欢迎还

是一尺的受青睐( 因为这些问题村民不知道答

案!所以!种山药的结果基本上像吃甘蔗'村民

啃了又硬又没味的甘蔗两头! 经销商吃了最甜

最水灵的中间&

也许上述这些问题!在不少城里人看来!解

决起来十分容易'上网查查!到农产品批发市场

问问!到商务$农业部门跑跑!答案自然就来了&

可是!这些在城市里轻而易举就能办的事情!对

于现在相当一部分农民来说!办起来十分困难&

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 不可能坐火车乘

汽车到大城市瞎摸市场)即便家里有电话!抓起

电话又打给谁呢( 已经成为城市人生活必备品

的电脑网络!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说!至今还

是一种*计划外物品%!从网上找市场行情!至少

目前还不是那么容易办到& 信息!已经成为制约

农民发家致富的鸿沟&

据我了解!近几年来!政府和不少企业都在

为解决农民的信息鸿沟问题做着不懈的努力& 比

如说!通信部门一直在建设*村村通电话%工程)

电力部门努力实现全省*户户通电%)商务部门在

推广*家电下乡%工作时!把电脑列入补贴目录)

海尔等企业开发了适合农村实际的低价电脑!等

等& 但为什么众多部门和单位下了这么大力气!

现在农村的信息化进程还不那么乐观( 我觉得!

原因是!在整合资源上做的不够!大家没有形成

合力!基本上是你干你的!我唱我的!没有一个综

合性推广教育方案!农民对信息的采集$获取$利用水平很低!

结果导致 *想致富不知道种什么%$*种出来不知道卖给谁%$*卖

出去却卖不上好价钱%的现象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

!"""

多万河南农民能不能早日富裕!是个很大的课题&课

题再复杂!寻找答案的办法总有很多& 众多答案当中!尽快填

平信息鸿沟!使农民在信息化方面能得到从硬件到软件$从学

习到使用的全方位服务! 高效率地处理生产与销售的所有过

程与环节!从而实现生产与市场的快速无缝对接!让农产品得

到最大化的增值!无疑是当务之急&

服务打造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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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农村老家!总有些让人唏嘘不已的事儿&今年听到最多

的竟然是相识或不相识的人的离去+++当然不是自然故去或者病

亡!而多是因为事故&

去年!一位挚友的哥哥在村子附近的工地上!被从吊车上滑落

的管道砸得面目全非!留下年幼的孩子!年轻的妻子&

今年春节期间!两个农村大学生参加同学聚会后!醉醺醺地骑

着摩托车!撞在货车上!当场殒命&因是酒后!没有赔偿&两个家庭!

陷入绝望&

这样非死即伤的事!听了很多!最近几年!有上升多发趋势&近

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农民口袋慢慢鼓了起

来)加上政府扶持$补贴!一些大件家电下乡步伐加快& 可与此同

时!农民的安全意识却没有得到提升!安全的弦没有绷起来!安全

事故频发&

危害最重$影响最大的当属交通事故!尤其是春节!更是高发

期& 现在!农村不少家庭都有摩托车$三轮车!大多数人没有驾驶

证!车没行驶证!更谈不上上保险)在北方农村!走亲戚!不管你开

车不开车!只要是男人!都端起酒杯&于是!在傍晚!公路上!晃晃悠

悠的摩托车!屡见不鲜&

用电$消防安全隐患也不小& 一些家庭电线一用就是十多年!

有的甚至从来没有更换过!难免会出现老化$金属线裸露的情况!

农民为了省钱!用胶布随便包裹一下!仍凑合着用& 有的农户抽水

浇地时!将电线拖来拖去!或随意在田间地头立一树桩!安装用电

闸!给往来者带来危险&

因打工致伤致残!甚至死亡的也不在少数& 通过正规渠道!进

入大企业打工的还好!但这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通过熟人介绍!

自己谋职!进了中小企业$乡镇作坊!没有合同!缺乏安全常识培

训!安全没有保障&

经济发展了! 安全意识却没有跟上! 这是农村安全工作的现

状& 近些年来!农村交通安全问题!虽然有交通部门$公安交警在

抓!但多数是突击性的!真正能起作用的不多& 有的地方!通过电

视$广播$报纸$宣传栏!发放小册子$培训骨干等形式!灵活多样!

向农民宣传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意识!效果不错&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特别重视安全生产!做到安全前提下的发

展!这是体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但安全工作!不仅

是城里的事儿!也是农村的事儿)不仅是市民的事儿!也是农民的

事儿& 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农村安全问题!应该引

起高度重视& 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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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舒娜 实习生 王娜

! 豫菜当自强
今天!走在郑州街头!只要稍加

留意!便不难发现!一个个河南本土

的豫菜餐馆! 仿佛一夜之间悄然冒

出'阿五美食"厨乡美食"煜丰美食"

萧记烩面"颐顺轩国宴"河南百年老

妈"大长垣等等$

邻居梁姐说'(前几年! 生意上

的朋友从外地来郑! 我可能会请他

吃上一碗地道的郑州烩面! 但要让

我推荐最具特色的豫菜! 就想不起

几样来$可这两年就不同了!有好多

正宗的豫菜" 面点和风味小吃可以

向外地朋友介绍$ +

进入
#

月以来! 复兴豫菜更成

了全民关注的热点$

#

月
"!

日至
""

日! 河南省餐饮行业协会携联合利

华"阿五美食等企业!启动了(

#

-

"&

让豫菜站起来+系列活动
)

活动中有

(中华厨艺绝技表演+"(河南餐饮高

峰论坛+"(弘扬豫菜万人签名活动+

等项目$

在郑州市金水路与英协路交汇

处的厨乡美食广场举行的 (弘扬豫

菜万人签名活动+中!享誉全国的豫

菜餐饮行业阿五美食董事长樊胜武

说'(我是从著名的厨乡长垣走出来

的!目前
)

长垣的厨师已成为全国优

秀劳务品牌
)

在国内外创业"务工的

长垣厨师有
#*&

万多人$ 复兴豫菜

首先从我们每一个厨乡人做起!让

豫菜成为河南继武术" 豫剧后的第

三张名片$ +

但是!豫菜的发展并不容乐观$

河南餐饮行业协会会长曲安民透

露'(郑州餐饮业
+!!%

年完成零售

额
+!'*&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

然而! 豫菜餐饮企业零售额所占比

重很少!只有总量的
"!!

$整个餐饮

市场被外来菜系挤占严重! 复兴豫

菜仍任重道远$ +

看过一篇.马逢华思乡曲/的文章!讲

一位老人隔着浩渺的太平洋!在美国的西

雅图怀念家乡开封街头粉浆做成的汤面'

(揭开锅盖! 就有一股浓厚的热香扑鼻而

来$ 一碗在手!据案大啖!面条醇香耐嚼!

面汤酸而不酷!浓淡适口!非常过瘾$ 一连

两碗!就可以吃得大汗淋漓!通体舒畅$ +

老人叫马逢华!是位经济学家!开封人!他

现在的身份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荣誉

教授$ 他把故乡的小吃!列为(最美好最快

乐+的记忆$ 豫菜是世界华人的一首思乡

曲 $ 在煜丰美食就餐的客人乔清周先生

说'(我们豫菜是一块极为绚丽的瑰宝!只

是没被重视呀!这就好像捧着一个硕大的

金饭碗去外要饭$ +

据记载!豫菜是在原宫廷菜%官府菜%

市肆菜和民间菜的基础上! 依据河南的物

质条件!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豫菜在历

史上曾经很辉煌! 是中国烹饪界的渊源和

主体$ 在唐朝! 豫菜就是宫廷菜$ (中+与

(和+为中原烹饪文化之本!为中华文明之

本$ 从我国烹饪之圣商相伊尹 0开封人1

#(!!

年前创五味调和之说至今!豫菜借中

州之地利!得四季之天时!调和鼎鼐!包容

五味!以数十种技法炮制数千种菜肴!其品

种%技术南下北上影响遍及神州!美味脍炙

人口$

据了解! 现今的豫菜应该以郑州为中

心由
,

个不同的口味区域构成$ 豫东以开

封%长垣为代表!擅长扒制类佳肴!口味居

中,豫西以洛阳为代表!水席为典型风味!

口味稍偏酸,豫南以信阳为代表!炖菜类较

典型!口味偏辣,豫北以安阳为代表!善用

土特产!熏卤面食甚佳!口味偏重$

(我国博大精深的烹调技术!其发展就

是根据豫菜而来$ 所谓刀工精细% 讲究制

汤!五味调和%质味适中!这不但是衡量豫

菜的标尺!也是中国烹饪的特点!更是美食

的最高境界$ 一个讲究制汤的菜系!是非常

)贵族化*的$ 可以说!在中原大地上!随处

可感受到豫菜所独具的文化与美味的综合

魅力$ +樊胜武说$

为何曾经辉煌的豫菜后来慢慢没入

(深巷+$ 业内人士分析!豫菜未能及时跟上

时代脚步!并不是豫菜本身的问题$ 而是那

些随波逐流的餐饮企业不但没有自己的文

化特色!而且一味地追赶潮流!今年流行川

菜上川菜! 明年流行粤菜又改头换面做粤

菜!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企业不但没赚到

钱% 得到发展! 也没有树立自己的本土品

牌! 以至于很多外地人甚至外国人到河南

都找不到河南菜吃$ 一些河南厨师为了生

存也纷纷放弃豫菜改学其他菜系! 甚至学

说一些外省话!不敢直说自己是河南人$ 还

有!明明是河南厨师做的河南菜!却非要违

心地说是川%粤%湘等其他菜系$

近年来! 省政府% 省餐饮行业协会领

导%业内有关人士已经开始重新认识豫菜!

举办了一次次的烹饪和交流活动$ 豫菜复

兴正当时! 豫菜品牌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

样羞答答半遮面地出现在消费者面前了$

+!!'

年底! 河南省餐饮行业协会第一次公

布了首批豫菜传统菜点代表性品种! 包括

豫菜的十大名菜% 十大面点% 十大风味小

吃%五大名羹0汤1%五大卤味$ 至此!豫菜品

牌终于骄傲地向世人(亮剑+$

#

月
++

日傍晚!在位于开封市中心鼓楼街的又一新饭店!西安客

人佟先生说!他每次来开封都到这里吃正宗的豫菜$ 提起这里的名菜

名点他如数家珍!什么糖醋软熘鲤鱼焙面%琥珀冬瓜%炸紫酥肉%蟹酿

橙%清汤东坡肉%煎扒鲭鱼头尾%白扒鱼翅%切馅烧麦%桂花馒头%开花

馍等等$

老字号又一新饭店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 刚刚度过了百岁诞

辰$ 它历经沧桑!不仅见证了古城闹市的繁华!也代表了河南饮食文化

的辉煌$ 开封市餐饮行业协会副会长葛丹春说'(开封是豫菜的发祥

地!)又一新*是开封豫菜的代表店!以名家高手荟萃!烹调技艺精湛被

誉为正宗豫菜第一家$

"$+#

年!康有为亲题店名$周恩来%梅兰芳%张学

良%杨虎城等曾光临此店$ 豫菜大师苏永秀%国宴大师侯瑞轩等都曾在

此做主厨!名菜名点誉满海内外!这里拥有丰富的品牌和资源优势$ +

风味独特的洛阳水席是豫菜内的一大名菜$ 在洛阳!它和历史文

化遗产龙门石窟%甲天下的洛阳牡丹并称为洛阳(三绝+$ 据说唐代时!

武则天就品尝过洛阳水席!食后赞不绝口$ 洛阳(真不同+老店的客人

永远是络绎不绝$ 许多品尝过洛阳水席的外国元首和中外宾客也对洛

阳水席倍加赞赏$

豫菜的特点和工艺居所有菜系之首$ 单说牡丹燕菜!原名洛阳燕

菜$ 洛阳之外多称素燕菜或假燕菜!也是洛阳水席之头菜$ 此菜制作

十分精细!它以白萝卜切细丝!浸泡%空干%拌上好的绿豆粉芡上笼稍

蒸后!入凉水中撕散!麻上盐味!再蒸成颇似燕窝之丝$ 此时配以蟹

柳%海参%火腿 %笋丝等物再上笼蒸透 !然后以清汤加盐 %味精 %胡椒

粉%香油浇入既成$ 其味醇%质爽!十分利口$

"$'#

年周恩来总理陪加

拿大总理食此菜! 见洛阳名厨王胡子将蒸制雕刻而成的牡丹花点缀

其上!遂戏言道'(洛阳牡丹甲天下!菜中生花了$ +自此!易名为牡丹

燕菜$

豫菜的厨师也名满天下!有侯瑞轩!吕长海%赵继宗%郝玉民等$ 长

垣人侯瑞轩!(国宝级烹饪大师+!原首都钓鱼台国宾馆首任总厨师长!

现任钓鱼台国宾馆技术总顾问$ 现在!他还兼任着河南烹饪协会名誉

会长!厨师之乡长垣烹饪协会名誉会长!被誉为当代(国厨+!他已被载

入.世界名人大典/$

豫菜深厚的历史和人文积淀是其复兴和发展的强大基础和力量$

&&& 核心提示 &&&

" 豫菜品牌敢(亮剑+

# 豫菜在传承中发展 $ 豫菜在创新中复兴

河南厨师向世界功夫巨星成龙展示豫厨绝技"鲤鱼焙面%

洛阳水席中的第一道大菜+++牡丹燕菜

河南烩面享誉海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