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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爽快
边喝啤酒边看球赛

衡山路的酒吧平日里顾客

就不少，很多人不得不提前预

订。世界杯开赛后，服务员被问

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您给我留

的位子能看到大屏幕吗？”原

来，为了让顾客一边喝啤酒一边

看足球，酒吧内悬挂了两台大屏

幕电视机，随时播放足球节目。

随着世界杯的到来，以往预

订中位子从不会被问及，但现在

却成了个大问题。酒吧领班笑着

说：“ 在酒吧看球确实有‘ 死

角’，而这是那些球迷最关心

的。晚上七点以后往往都找不到

座位，现在人就更多了。”其他

一 些 酒 店 也 同 样 打 出 了 啤 酒

“ 足量供应”的招牌，德国原装

柏龙小麦啤酒、猛士黑啤和卡力

特黑啤等琳琅满目。

讲氛围
烤巴西肉品各国菜

地道的啤酒自然是星级酒

店餐厅招揽生意的杀手锏，而美

食则是它们的另一“ 武器”。记

者从丽思卡尔顿、希尔顿酒店等

了解到，酒店的餐厅都有各自风

味，比如韩国特色、意大利特色

等等，而到了世界杯时间，支持

这 些 国 家 球 队 的 球 迷 们 便 会

“ 分门别类”来这里报到。

巴西烤肉几乎是一夜之间

成为多数高档酒店的标准配置。

这两天，不少五星酒店在世界杯

期间新增的巴西美食吸引了不

少球迷，酒店从巴西请来的大厨

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巴西烤肉

对于市民来说早已不新鲜，可是

如果能在国内品尝到巴西大厨

做的巴西菜，尤其是在世界杯期

间倒也不失为这属于足球的节

日添点气氛。

某自助餐厅服务员告诉记

者：“ 世界杯期间推出的巴西美食

包括牛肉饭、烤牛肉配辣椒菠萝

汁、巴西家庭风味炸饺子⋯⋯”

[相关]

餐馆为球迷
延长营业时间

记者了解到，由于世界杯比

赛多在深夜进行，以往星级酒店

的餐厅大多只营业到十二点左

右，但是为了迎合球迷的需要，

部分酒店餐厅延长营业时间，一

些在自助餐厅结束营业后，还推

出球迷“ 套餐”———球迷们购买

了小零食或者啤酒，就可以整晚

在酒店观看世界杯比赛。

看世界杯很多人首
选酒吧，也有人选择在
大排档喝啤酒、吃炸鸡，
图 的 就 是 个 大 家 一 起

“ 嗨”的热闹气氛，这让
那些高大上的星级酒店
餐厅有些着急。为了不
甘被酒吧们抢了风头，
星级酒店们纷纷刮起世
界杯的旋风，并延长了
营业时间。

本报综合报道

熬夜看球警惕
“ 世界杯综合征”

本报讯 四年一度的巴西世

界杯赛事正酣，一个多月的比赛

对很多球迷而言也是一场体力拉

锯战。记者从沪上多家医院了解

到，每次世界杯期间，医院都会收

治不少患上“ 世界杯综合征”的

球迷，多表现为头昏脑涨、食欲减

退、精神萎靡等症状，严重者甚至

出现心慌、恶心、呕吐甚至低血糖

休克等病症。

“ 熬夜过后，第二天难免犯

困，充分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补

觉，最好是半小时到1 小时，这对

恢复一天的精力大有裨益。”仁爱

医院中医康复科主任刘建国提醒，

熬夜看球，最好在看球前先睡好

“ 子午觉”，到比赛时间再起来，以

尽量保证睡眠时间。子时是晚1 1

时至凌晨1 时，此时阴气最盛。

有“ 南美巨人” 之称的巴

西，充满了街道狂欢、异域沙滩

文化、桑巴音乐和美味的食物。

巴西的烹饪是一个多民族的万

花筒，受葡萄牙、非洲、意大利和

土著巴西人共同影响，成为一个

厨艺荟萃的国度。其中巴西烤

肉、巴西咖啡、黑豆饭等巴西特

色美食早已闻名全球。

烤肉：制作过程全展示
既然是巴西世界杯，正宗的

巴西烤肉必须要品尝一下。曾效

力于中国联赛的巴西球员巴力

斯塔告诉记者，享用一顿最正宗

的巴西烤肉，可不光是操起刀叉

大快朵颐，烧烤也讲究餐前文

化。一顿完整的烤肉大餐要从巴

西特色的水果酒开始，小酌一口

便感清甜微冽，令人食欲大增。

紧接着要享用开胃小菜，其中有

道类似中国竹笋的小菜叫棕榈

芯，吃起来清淡可口。

餐行此处，就该进入烤肉时

间了。巴西畜牧业较发达，巴西

烤肉主要以烤牛肉、火腿肠等为

主。巴西烤肉的制作过程是会向

顾客全程展示的，鲜美的牛肉串

在一米长的大铁钎上，放到火上

翻烤，其间翻转并刷上油，直至

金黄，扑鼻的香气将会使你胃口

大开，狂咽口水。烧烤完毕后，身

穿一身“ 高乔牛仔”服饰的服务

员会举着叉满肉块的铁钎来到

餐桌，根据客人的要求提供手切

肉片。熟练的“ 牛仔们”手起刀

落，你的盘子里不一会儿就装满

了美食。

根据巴力斯塔的介绍，记者

了解到在巴西最受欢迎的烤肉品

种要数牛后臀尖肉，这部分肉熏

烤过后外皮晶莹剔透，内部鲜嫩

多汁，在烤肉达人眼中，没尝过牛

后臀尖肉就不算吃过巴西烧烤。

此外牛肩峰也深受烧烤行家的钟

爱，而在整个巴西烤肉中，一头牛

可以划分为二十几个部位享用，

总有一款口味适合你。既然是美

味，也就价值不菲，一顿比较好的

巴西烤肉，每人花费1 50雷亚尔

（ 约420元人民币）。

巴力斯塔提醒记者，巴西

“ 国饮” 瓜拉纳称得上是烤肉的

最佳伴侣，该饮料产自亚马逊地

区的同名浆果，被当地印第安人

视为强身健体的秘方。对于女性

游客来说，享受完美味多油的烤

肉后，怎么能少了甜点，一款叫做

阿萨伊的紫色浆果在巴西是人见

人爱的甜点，将其果肉捣碎后制

成冰沙，绝对是天然的冰激凌。

黑豆饭：费时费工的“ 国菜”
巴西菜馆中最具特色的一

道菜便是被视为巴西“ 国菜”的

“ 腓秀雅杂”———翻译过来也就

是黑豆饭。黑豆饭是由巴西黑豆

加咸肉、香肠、烟熏干肉等肉类

食材一同由小火焖炖而成，食用

时可以搭配米饭、奶油木薯面和

切片的柳橙。此外豆子焖肉也是

巴西除南部之外其他地区的大

众菜，绝对味美价廉。

巴力斯塔的夫人安娜向记

者介绍，要做一顿美味可口的黑

豆饭，其实很费时间和精力，具

体的做法是把巴西特产黑豆与

牛肉干、香肠、猪蹄、猪口条、猪

尾巴混合在一起，再加上盐、香

料、香草和甘蓝菜等配料，之后

放入巴西家庭常用的陶罐，用小

火焖炖而成，整个过程做下来需

要六七个小时，有的甚至会慢火

炖上一夜。这道菜一出锅，香气

扑鼻，鲜美无比，再撒上木薯粉

和橙子片，传统的吃法是与大米

饭拌食。

在巴西只要走进一家餐厅，

你一般会看到白色餐桌上放着

一排七八个热气腾腾的大黑陶

罐，你可以从陶罐中挑选想要

的，自取自添，直至酒足饭饱。当

地导游左侨治告诉记者，在巴西

民 间 更 是 流 传 着 这 样 一 首 歌

《 我偏爱的腓秀雅杂》：“ 吃了

如此味美的腓秀雅杂，一个人还

能要求什么别的享受？显然，只

需有一张吊床，和一只让你抚摸

的猫咪⋯⋯” 不过由于生活节

奏加快，像黑豆饭这样需要费时

费力的美食，巴西普通人家估计

一周都不会做一次，更多的是到

饭馆去品尝。

浓咖啡：世界最大消费国
巴 西 是 著 名 的“ 咖 啡 王

国”，是世界三大咖啡产地之一，

更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消费国

之一。咖啡是巴西大多数人喜欢

的饮品，而且很多人喜欢喝浓咖

啡。记者看到，很多巴西人在饭

后都喜欢叫上一杯浓浓的黑咖

啡。喜欢甜味的，会加上些方糖，

还有不少人喜欢其中淡淡的苦

味，在吞咽之后反而是咖啡豆的

浓香缓缓泛起。尤其是和几位友

人坐在里约临海的酒店阳台上，

一边闲聊一边喝着浓浓的、加方

糖的黑咖啡，真是舒适又惬意。

在巴西南部还流行着一种

马黛茶。在巴力斯塔家做客时，

他就亲自为记者做了马黛茶。马

黛茶原料是学名为巴拉圭冬青

的叶子。做马黛茶要先把名为库

亚的容器润湿，之后倒入大约

2/3容量的茶粉，一手抓着库亚，

一手用纸板或皮垫将库亚的口

封住，然后再将库亚倒置摇上一

摇，接着慢慢把库亚翻转过来约

成70! ，保持这个角度不变，加

入大约70-80"的水。接下来，你

需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等待，等

水慢慢渗透进茶里。最后将浓浓

的马黛茶倒进茶杯，端起来后浓

浓的香气扑面而来，喝上一口

后，一种爽滑的感觉沁人心脾。

舌尖上的巴西：不仅只是足球的国度

警惕跳广场舞
引起心脏不适

本报讯 记者从上海远大心

胸医院了解到，最近因锻炼身体

不当反而出现健康问题的人明显

增多。其中，有人运动量过大出现

心脏不适。上海远大心胸医院副

院长陈小中提醒，市民最好在饭

后1 小时再去跳舞、锻炼。

餐馆为球迷的服务可谓尽心尽力。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依视路携手特奥会
爱眼护眼健康行

本报讯 近日，依视路携手特

奥会，在北京通州培智学校举行

了爱眼护眼送健康的公益活动。

依视路作为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运

动会唯一指定的镜片赞助商，一

直秉承着一份真挚的感情，参与

特奥，支持特奥。

此次健康公益活动中，上海

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陈路怡女士提到，作为国际特奥

的老朋友，多年来，依视路中国将

这份事业细致到了点滴，至今已

捐赠2000余片光学镜片。

身为行业内公益活动的领军

者，依视路的公益脚步从未停歇。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依视路帮

助灾区的三所学校筹划建设了图

书馆，并捐赠图书千余册。每年依

视路还与《 少年日报》合作，在上

海多所中、小学开展不同形式的爱

眼护眼活动，传播青少年爱眼护眼

知识，倡导近视后正确选择镜片及

配戴眼镜的理念。“ 我们只是用企

业的绵薄之力，让更多的孩子们看

世界更美好。”陈路怡女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