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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该轮到我上锅操作了。

同学们斜眼看着我， 准备大笑一

番。 每天下午，我们都按照固定的十人

组一起做饭，围着一张桌子、两只煤气

炉、几口锅、一块菜板和几个碗盘。 和我

同组的都不算朋友，九个小伙子，特别

努力地躲着我、不跟我说话，而且对一

个外国女人能成为川菜厨师这件事表

示了公开质疑。 但我被分到了这个组，

只能硬着头皮跟他们合作， 真的很烦。

分工的时候我必须尽力争取积极参与，

否则还没回过神来，他们就抛下我逃到

碗柜和水槽边去了。 我还得调动自己身

上所有霸气与亲切并存的“大姐大”气

质，尽量跟他们聊聊闲天儿。 不过，和往

常一样，下厨本身让我内心洋溢着甜蜜

的幸福，所以这些不便都只是小事。

我扭了下煤气灶的旋钮， 开了火，

拿长柄勺舀了些油，倒进那口黑乎乎的

锅里。 我的队友们傻笑起来，有人压着

声音用四川话说了句什么俏皮话儿，我

没听懂，也不理他，就全心全意地做菜。

食材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猪肉切丝，

用盐、酱油、料酒和水豆粉腌制；配料有

木耳、莴笋、泡椒末、葱、姜、蒜。 这就是

鱼香肉丝这道川系名菜的材料了。

油烧热了，我把猪肉入锅，迅速翻

炒，炒到肉丝相互分离变白。 接着我把

锅倾斜，肉丝拨到一边。 泡椒末加入锅

底的油里炒，整个锅里呈现出深浓的橙

色。 继续倒入姜蒜翻炒，浓郁的香味扑

鼻而来。 再加入配菜，所有东西翻炒均

匀。 最后，把提前准备好的糖、酱油、醋、

水豆粉调和的酱料倒进去， 勾芡收汁。

数秒以后，菜炒好了。 我手脚利落地把

锅中物盛入一只椭圆盘中，样子看着很

不错：肉丝慵懒地与黑木耳和绿莴笋缠

绕在一起，发出柔软的光泽；菜的周围

溢出诱人的红油， 味道闻着那叫个香

啊！ 围观的同学好像对我的成功相当失

望，我却得意得很。 哈！

我们这一群你争我夺的“危险分

子”轮流上锅操作。 男生互相批评起来

真是毫不留情，对我也是一样。 只要出

了一点儿差错，他们就傻笑着起哄。 一

个小错儿都能引起他们欢天喜地的嘲

笑。“油放多了！ ”“都烧干了！ ”“汁收得

太稠了！ ”“你个傻儿！ ”都完成了，我们

就排队走到教室的一边，吕老师正等着

评判我们的作品。 他坐在那儿，脸上一

如既往地挂着和蔼的微笑，但开口批评

却一针见血。 粗心或者参差不齐的刀工

逃不过他的眼睛：“不好看！ 你这些细

丝、粗丝、筷子条都混起来了！ ”拿起一

盘菜闻一闻， 观察一下猪肉的质地，他

就知道油温是高了还是低了； 再尝一

尝，就能知道我们平衡各种味道的技巧

到哪一步了。 今天，他很认可我的鱼香

肉丝。“不错不错。 ”他说。

可惜了，我们炒出来的菜，尝尝可

以，但是不准多吃。 做好的菜要包起来，

摆在校门口一张桌子上，卖给住在附近

的人。 这些“小白鼠”可真是勇敢，因为

这就跟买彩票一模一样的：今天可能晚

餐桌上摆了道美味佳肴，明天可能就咸

得难以下咽，或者调味一塌糊涂。 我不

情不愿地上交了我那道香喷喷的菜，回

去继续观摩同学们瓢盆铲勺中的刀光

剑影。

二

我们在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做

的每一道菜， 都是从最原始的形态开

始。 下厨装备也都很初级、很简陋：没什

么绞肉机或者食物处理机帮我们节省

时间。 想做猪肉圆子的话，就拿刀背把

猪肉剁成泥，拿手指尖把每一根肉筋细

细地挑出来。 蛋清就放在一个盘子里，

拿筷子搅匀至起白沫。 菜里要用到核桃

仁，就得自己把核桃砸开，浸泡之后艰

难地剥掉薄薄的核桃皮。

（“川菜简直麻

烦。 ”一个同学一边抱怨，一边把核桃仁

外皮给一点点弄下来。 想到有可能一辈

子都要做这样的苦活，他一脸的灰心丧

气。 ）

有些食材到我们手里还是活的。我

们争先恐后去抢着挑的，可能是三十条

闪着鳞光的鲫鱼，必须要去阳台上把鳞

片刮下来，掏出鱼鳃和内脏，把鱼肚挖

出来，而它们就一直在我们手里乱跳狂

扭。

小时候，我梦想着有一天能住在乡

下的农庄，什么都亲手来做。 我想自己

种菜、自己养鸡、自己烤面包、自己做果

酱。 长大的过程中，我被生鲜的美深深

打动：手中闪着银光的鱼、切开的甜菜

根流下的粉色汁水。 厨房与水槽里，别

人看着无聊的琐碎活路，我却特别喜欢

做。 比如拣米择菜什么的。 十几岁的时

候，我学会了给野鸡拔毛、处理肉皮；点

心面皮和蛋黄酱也是亲手制作。 家人都

爱开我玩笑：“长大了，你就会买各种机

器来做所有的事情了， 真是想想就美

啊。 ”

（我想我笑到了最后：多年以后，我

仍然没有电视、洗碗机、微波炉。 我还是

会给野鸡拔毛 、处理肉皮 ，亲手做点心

面皮和蛋黄酱。 ）

九十年代中期的成都生活接近我

多年的夙愿：回归到烹饪的基本，没有

捷径，无法偷懒。 很多人家都还在使用

有几百年历史的方法来储存食物。 响晴

的天气， 小街小巷的住家挂满了青菜

叶，要晒得半干才能取下来，揉进盐和

香料，放进密封好的罐子里发酵。 家家

户户的窗棂上都摆着陈皮。 临近春节的

时候，人们开始腌腊肉、做香肠，挂在屋

檐下风干。

在烹饪学校，菜谱里用的泡菜是用

传统方法制作的。 学校有个储藏室，总

是光线幽暗，其中“潜伏”着很多齐腰高

的陶坛。 抬起倒盖着坛口的大碗，把筷

子伸进盐水中那层鲜红发光的泡椒，把

泡菜挑出来。 烧菜的时候想要增添醇厚

的棕色，我们会用油炒糖，变成焦焦的

样子。 除了慢慢发酵腌制的豆瓣酱之

外，再没什么现成的酱料了。 我们用最

本原的调味料自己来混搭：糖、醋、酱油

和芝麻酱，很多种排列组合。 我热爱这

其中的魔力，仿佛把最基础的元素炼成

了闪闪发光的黄金，而手头的工具只有

一把菜刀、一把大杓、一个菜板和一口

炒锅。

三

在这个原始纯粹的烹饪世界，只有

一件事让我震动和惶恐， 就是使用味

精。 我和大多数西方人一样，觉得味精

是糟糕的人造添加剂。 然而，中国的每

家厨房里都有一罐味精，和酱油、醋放

在一起。 顶级大厨会在自己的拿手菜中

放味精。 在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全

国最棒的厨师学校，味精也被当作最平

常不过的调味料。 听听这中文名字，“味

精”，味道的精华

（而且“精”还可以解释

为精美 、精细 、精明 、精湛 、精神 、精液

……你看看， 这是个多好的字）

。 在中

国，用味精完全不需要脸红心跳。

味精并非中厨里的传统调味料，其

发明者是日本科学家池田菊苗。 他从一

碗海带汤异常鲜美的味道中得到灵感，

在实验室提纯了海带里的呈味物质，并

把这独特的味道称为“旨味”

（相当于中

文的“鲜味”）

。 他的发现直接引发了日

本对味精的工业化制造生产，接着又扩

展到全世界。

一开始， 科学家们认为味精只是

“增味剂”，本身没什么味道，但是可以

和很多菜肴中的味道发生反应，产生感

官上的愉悦。 然而近年来，生物学家发

现，人的舌头有专门的神经末梢，对味

精和别的“旨味”合成物特别敏感，还有

些脑细胞也会对“旨味”有特别的反应。

这样的发现使得大家越来越普遍地认

为，“旨味”不仅是增味剂，而且本身也

是独立于传统“酸甜苦咸”之外的“第五

味”。

“旨味” 虽然和人工制造的味精联

系在一起，但大自然中很多动物与蔬菜

也含有这种味道，比如番茄、香菇和金

枪鱼。 它们的“旨味”来自组成蛋白质的

氨基酸和核苷酸模块，这里头不止含有

味精的组成部分谷氨酸，还有肌苷酸和

鸟苷酸。 动物与蔬菜的蛋白质分解开

来，这些美味的分子就出现了，所以烹

饪、熟成和发酵这些过程能够更烘托出

食材中的“旨味”。 欧美人很喜欢的味

道，比如帕尔马火腿与帕玛森干酪中的

香醇浓郁，都多亏了“旨味”化合物。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在使用

富含“旨味”的产品，比如豆豉和相关的

酱料。 传统中厨的主要调味技巧中，就

有往浓汤里加火腿和干海味提鲜。 第一

次去香港时让我受到巨大惊吓的皮蛋，

以及后来遇到的腐乳，都是中国人民喜

闻乐见的食物，因为其中的“旨味”强烈

又繁复。 从某种程度来说，味精不过是

这种传统的延续。

（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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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之本

这是关于中国菜的故事，也是一个英国女孩的中国历险记。 透过扶霞的眼睛，我

们得以用全新的角度来了解熟悉的中国菜。 从四川热闹的市场到甘肃北部荒僻的风

景，从福建的深山到迷人的扬州古城，书中呈现了中式料理让人难忘的美妙滋味，也

深刻描绘出中西饮食文化差异，且兼具人文观察与幽默趣味。

扶霞在湖南农村做麻婆豆腐。

扶霞·邓洛普（

Fuchsia Dunlop

）

扶霞·邓洛普在英国牛津

长大，于剑桥大学取得英国文

学学士学位，其后于伦敦亚非

学院获得中国研究硕士学位。

1994

年，扶霞在获得了英国文

化协会奖学金补助后，前往中

国四川大学就读一年；其后又

在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接

受了三个月的专业厨师训练，

成为该校第一位外国学生。 著

有《四川烹饪》、《湘菜谱》、《鱼

翅与花椒》。 扶霞在最近十年

里，长期从事演讲与烹饪示范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