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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延伸

家家美食编成册 户户分享“ 私房菜”

普通食材特殊搭配
银耳、青椒、胡萝卜、葱，四样常

见的食材在尹先生手中变成了一道
不常见的家常菜。尹先生是这次“ 舌
尖上的林山”美食大赛的获奖者，见
到 记 者 ， 他 热 情 地 介 绍 起 拿 手
菜———“ 银耳三丝”的做法。“ 这两
天，经常有邻居来敲门，打听的就是
这道菜的做法，为的就是在年夜饭
上增加一道新品菜式。”

“ 干银耳很常见的，不过一般大
家都用银耳做甜汤，比如紫薯银耳
汤，银耳莲子羹，雪梨银耳汤啊之类
的，我这个是直接炒的，吃起来脆脆
的。”尹先生一边介绍食材一边介绍
做法。首先，拿出已经用冷水浸泡过
一晚上的干银耳，切小后放进开水，
开小火煮个三四分钟。接着把青椒
和胡萝卜切成丝，用开水串一下，

“ 青椒可以用来调味调色，胡萝卜含
有很多胡萝卜素，非常有营养。”三
种食材准备完毕放进盘子撒上盐、
鸡精等调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
步：把葱切碎放进烧热的油里，等香

味一出就浇在盘子中。整个过程只
花费了二十几分钟，一道简单的凉
菜就呈现在眼前。

据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现在
都提倡健康饮食，尤其是过年时浓
油赤酱吃多了不舒服，所以这道菜
很受居民欢迎，而我们尹先生也一
夜间成了小区的‘ 厨房名师’。”

编成菜谱大家共享
在林山小区，像尹先生这样的

“ 民间高手厨师”还有很多。在之前
举行的“ 舌尖上的林山”美食大赛
上，60多户人家都送来了“ 家庭拿手
菜”与邻里交流切磋厨艺。为了能让
经典私房菜走进千家万户，居委会
专门将这些特色烹饪方法编辑成册
做成了《 林山百家菜谱》。居委会的
小李告诉记者：“ 很多居民为了能烧
出一桌不一样的年夜饭，还特意去
书城买食谱，回来却发现很多食材
都有大讲究，做起来不容易。所以，
我们准备把这个菜谱在除夕前发给
居民，毕竟上面的菜都出自居民之
手，用的食材很常见，切实易操作。”

记者在近20页的菜谱样本上看
到，所收集的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分
为点心类、荤菜类、素菜类，上面详
细地列出了菜肴名称、原材料、具体
做法，每道菜旁边还配了照片。记者
还发现，获奖的几道菜如“ 舅妈油墩
子”、“ 紫薯山药”、“ 银耳拌豆芽”、

“ 炒四素” 等用的都是普通食材和
配料，获奖秘诀就在于创新搭配食
材和做法。

“ 通过美食大赛这个平台，大家
有了交流切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
成果转化，美食共享。”采访中，不少
居民告诉记者，平时在楼道碰面，大
家也会讨论菜式，“ 所以今年吃年夜
饭就更热闹了，‘ 厨神’ 在身边，烧
到一半搞不定还可以去隔壁请教。”
不少新晋“ 厨神”还很乐意将自己
的“ 私房菜”拿出来与邻里分享。

无独有偶，家住普陀区金沙雅苑
的施女士告诉记者，她和楼组里不少
居民都是老年大学烹饪班的学员，今
年除夕夜大家说好了，各家主烧一道
拿手菜，分成5份，给别家送去尝尝
鲜，也算是对一年学业的检验。

除夕夜近在眼前，都说“ 隔灶头的饭香”，就在家家户户都在为年夜饭的菜式而烦恼时，
陆家嘴街道的林山居委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尝“ 隔灶头饭”的平台。“ 时下最流行的是私房菜，
说到底就是各家的拿手菜。社区恰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厨神也比比皆是。”在号称“ 吃货圣
经”的启迪下，居委会于节前举办了一场名为“ 舌尖上的林山”的美食大赛，不仅搜集了居民
家常创新菜的做法，做成菜谱供居民参考；还为其搭建了一个除夕夜走出家门，去邻居家尝

“ 私房菜”的平台。 本报记者 顾卓敏

无论是一家三口吃顿家常饭，
还是几代同堂在高档餐厅摆上几
桌，除夕守岁，谁家都少不了一顿丰
盛的团圆饭。连日来，本报持续关注
沪上“ 年夜饭”的新吃法，聚焦那些
颇为另类的年夜饭饭局，创新或者
守旧，家人的情谊永远在那里。在系
列报道收尾之际，本报记者为您盘
点沪上“ 年夜饭”市场的几大特点。

“ 老字号”预订火爆
半成品销量大增

记者调查发现，今年“ 年夜饭”
不断推陈出新，沪上许多“ 老字号”
和品牌餐饮的年夜饭早已“ 一桌难
求”。绿波廊酒楼的工作人员则称，
半年前年夜饭就已订完，10人左右
的包房价格在4000! 5000元，大厅
则是2000! 3000元。小南国正大店
的工作人员说，目前10人左右的观
景包房仅剩1间，大堂仍有空位。

不仅“ 晚市”热销，不少品牌餐
厅的“ 午市”也已预订完毕。如一家
顺风酒楼的午市，从除夕到年初六

都已订完。据了解，这些餐饮企业的
价格与平日差不多，10人消费的价
格在2000元左右。与此同时，简单方
便的年夜饭半成品套餐今年依旧受
追捧，鸿瑞兴从1月8日开始出售的1
万套年夜饭半成品目前已基本卖
完；而新雅、杏花楼等年夜饭半成品
的销量也逐步递增。业内人士预计
今年年夜饭半成品套餐整体销量将
增长20"左右，价格增幅在10"左
右；500元以下的年夜饭半成品销路
最佳。

团购餐供不应求
买得起订不到

“ 团购”年夜饭正成为很多网
购潮人的首选。白领章一去年春节
就曾团购了一份粤式年夜饭，888元
10人份，加上单点总共不过1200多
元，性价比很高。“ 不过今年我明显
发现团购不给力，不但价格上涨了，
很多餐厅压根就不搞了，或者团了
也订不到。”章一告诉记者，她从12
月底就开始搜索年夜饭团购，却难

觅心仪的餐厅。
记者也在网站上搜索了一下，

尽管仍有不少餐厅的年夜饭团购还
在进行中，但除夕当日都已定完。尽
管“ 开团”的饭店不少，但多数有效
期至2月底，如俏江南等，都特别标
明了“ 2月9日除外”或“ 春节（ 除
夕! 初六）除外”的告示，也有酒店
规定从大年夜到年初六每天只接待
10位团购客人，目前这些名额早已
订完。

为何年夜饭“ 团购”限制多多、
逐渐缩水呢？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团
购的主要作用是“ 打广告做宣传”，
凭低价来拉拢客源，但年夜饭团购，
就有些“ 得不偿失”。记者作了个比
较，在大众点评网上，王朝大酒店一
款截止期为1月底的价值3311元的
10人包房套餐，团购价为1398元，相
当于打4.3折，菜肴包括焗龙虾、彩虹
斑、扇贝、鱼翅羹等；而除夕夜同样
的一桌饭，价格涨到3500元，还很抢
手，店家哪有心思“ 开团”。

记者 朱莹

“ 老字号”一桌难寻 团购餐一位难求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可以6个
月不充电的太阳能船、价值3500万
元的世界顶级房车、最高端的休闲
生活⋯⋯记者昨天获悉，今年4月11
日~14日，中国（ 上海）国际游艇展、
中国（ 上海）尚品生活展和中国（ 上
海） 国际休闲产业展三大展览将联
手，同时亮相上海世博展览馆。据
悉，此次展览展位面积将首次超过
48000平米。

太阳能船引人关注
据主办方透露，今年的游艇展

上，有很多亮点。比如有家游艇公司
首创了中国第一艘纯“ 太阳能船”，
可以运行6个月不充电。太阳能船有
两种版本，一个能容二十几个人的休
闲活动，可以惬意地在船上喝酒、唱
歌；另一种是老百姓能坐得起的，可
容四十个人，像茶几一样面对面坐在
一起聊天。

此外，该游艇公司还推出了一款
“ 商务游艇”，倡导“ 慢式活动”。这

款游艇可以容纳二三十个人，有一个
很大的客厅，能用以泡茶或者开会，
有一个十二人的长桌，前面还有台自
动麻将桌，前后可以钓鱼，二楼可以
烧烤。它的机器只有两百多马力，所
以每小时的耗油只有三百多元。“ 我
们倡导的是老百姓也能消费得起的
游艇，试想一下，如果它一小时出租
费用为三千元，二十个人每个人一百
五十元就可以享受，这个价格普通老
百姓都能享受得起。”游艇协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

国内本土游艇公司则透露称，他
们最近在开发设计双体帆船和双体
游艇，引入“ 绿色、环保、低成本”的
营运。

在今年的游艇展上，观众可以
欣赏到各种游艇实船，囊括了豪华
游艇、高速船艇、帆船、商务公务艇
等多种款型，还可以到游艇设计展
及游艇俱乐部展区溜达一下，探秘
游艇世界。

据悉，2013年第十八届中国国际
游艇及其技术设备展览会，包括室
内、室外和水上三大展区，占地总容
量将首超48000平方米，比去年有
37.4%的增长。据主办方分析预计，今
年参观人数将增长30%，达40000人。
交易额有望增长30%，保守估计达30
亿人民币。

“ 世界房车之最”或出席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国际游艇展

整合了尚品生活展、国际休闲产业
展，其中国际休闲产业展将竭力打造

“ 全运动”展概念，分为水上休闲、户
外休闲和休闲健身三大展区；尚品生
活展与以往相比，将多维度呈现高端
休闲的新兴生活模式。

在国际休闲产业展上，潮人们可
以追踪到目前户外休闲、水上运动、
运动健康最新的热点。展会现场小艇
及水上运动展区将延续以往精髓，为
大众带来各色水上休闲娱乐展示及
活动，同时展会另设房车露营、时尚
高尔夫、时尚海钓、休闲旅游等特色
展区，从追求自然风光驾车远足，到
优雅商务高尔夫，从悠闲湖泊垂钓，
到简易轻松定制旅游，为观众提供全
方位一站式休闲生活体验。

值得期待的是，本次房车露营展
区将有机会展出一款价值3500万元
的“ 世界房车之最”。同时，价值十几
万元的亲民房车也将亮相，倡导亲子
活动和家庭旅行。

》都市脉动

上海国际游艇展4月开幕
“ 太阳能船”亮相

可运行6个月不充电

本报讯 记者 瞿艳花 今天起至
至本月28日，2013年新春农副产品大
联展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展示直
销中心农副产品巡回展在上海农业
展览馆举行。来自全国30个省市区
300余家农业龙头企业、近3000种优
质农副产品集中参展。值得关注的
是，上海梅山土猪肉首次开卖，平均
价格为同类猪肉的2倍。

据了解，梅山猪是原产于嘉定地
方的优良品种，被誉为中华“ 国宝”，
不仅饲养环境良好，饲喂五谷杂粮、
蔬菜瓜果，还添加益生菌，改善胃肠
道。此外，梅山土猪饲养周期达8个月
以上，比普通猪多2个月。优异的猪
种、良好的饲养使梅山土猪肉色泽鲜
红，肥瘦适度，营养更丰富。烹饪后肉

质细腻，能吃出儿时味道。
据相关人士透露，梅山土猪以往

是作为国家保护品种繁育，并没有市
场化，此次梅山土猪首次对外销售。
不过，梅山土猪带皮腿肉每斤的价格
为50元，是普通猪肉价格的两倍多。

除了梅山土猪肉外，台湾的参展
商也带来了优质的水果，3个莲雾20
元，木瓜每个35元，杨桃每个10元，释
迦每个30元⋯⋯这些水果都是刚刚
空运抵沪，省去了中间环节，价格是
市场销售价格的8折。延安洛川苹果
也首次亮相

据了解，新春农副产品大联展已
连续举办了十一届，今年，有来自全国
30个省市区300余家农业龙头企业、近
3000种优质农副产品来沪参展。

逛新春农副产品展可买本地土猪肉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1月22日
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13010期
开奖结果为红球号码01、09、11、17、32、
33，蓝球号码12。当期全国销量3.47亿
多元，头奖开出5注，单注奖金928.6306
万元。当期二等奖开出74注，单注奖
金43万多元，计奖结束后，双色球奖
池余额突破2亿元，达到2.2亿元。

据了解，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2
亿元以上要追溯到第2012124期，当
时为2.15亿元，这也是2012年度2亿
元派奖活动期间奖池最高的一期，此
后头奖频繁井喷，出奖旺盛使得奖池
低迷，多次跌落至亿元以下。经历了
40期后，双色球销量持续增长，奖池
稳中有升，逐步重回2亿元以上。

福彩双色球奖池重回2亿元

厨艺达人展示自己的作品，当做居民年夜饭的菜单。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