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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合璧俘获“挪威胃”

“刚到挪威时，我有一个重要任务，去
挪威首相府做一桌中国菜。”马列想了想
说，那是28年前的事了。

当年，在朋友的邀请下，已在杭州餐饮
界颇有名气的马列远赴北欧，成为挪威一家
国际饮食公司的大厨。没多久，他就接到消
息，要去挪威首相府，为当时的首相及其亲
友做一桌中国菜。

说起当时的菜谱，马列至今记忆犹新：
“宋嫂鱼羹、炸春卷、宫保鸡丁……首相吃
完非常喜欢，还告诉我他曾去过杭州。”

很快，中餐在挪威当地受到越来越多人
的欢迎，中餐馆的生意越来越旺。

4年后，马列决定另起炉灶，在挪威首都
奥斯陆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中餐厅。有了
此前打工积攒的经营经验，餐厅没多久就步
入正轨。

如何让中餐入乡随俗，更加适应当地人
的口味？爱琢磨的马列想了不少办法。“挪
威人喜欢清淡、酸甜的口味，这与‘杭帮
菜’不谋而合。我发现，他们不爱吃有骨头
的肉，于是就把糖醋里脊按照广东菜的做
法，做成咕咾肉。又如，挪威没有草鱼，我
就用当地盛产的鳕鱼，按照西湖醋鱼的调味
方式烧制，很合当地人口味。”

在餐厅的布置上，马列同样花费了不少
心思。餐厅大堂，墙上挂着的都是奥斯陆老
城百年之前的历史相片。走进包间，四处皆
是中国的传统字画。餐具、碗碟也是中西合
璧。“顾客来了，我会先端上一杯清茶，这
也是我们中国餐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列说。

当然，在将中国烹饪技法与挪威原产食
材相互结合的同时，马列也有自己的坚守。

“炸春卷、宫保鸡丁、香酥鸭子等不少传统
菜品，我都保留下来。在这些传统菜的基础
上，再顺应外国客人的口味进行调整，这样
才能真正推动中国餐饮文化在海外立足。”

如今，马列的一桌拿手“杭帮菜”俘获
了不计其数的“挪威胃”。他那对在挪威土
生土长的双胞胎小孙子，也尤其偏爱爷爷做
的菜。“他们平时说的都是挪威语，但一说
到吃的，就会用杭州话告诉我他们想吃什
么。”马列笑道。

美食悄然催化中挪友谊

其实，马列想做的，不仅仅是让挪威美
食爱好者光顾他的餐厅，他还想让更多人知
道“杭帮菜”，爱上“杭帮菜”。

去年，在马列的牵线搭桥之下，一场名
为“杭州美食文化挪威行”的活动在奥斯陆
举行，挪威王国政府多位高级官员、奥斯陆
市政府主要官员悉数出席。

为了拉近挪威朋友和“杭帮菜”的距
离，马列和来自杭州的几位大厨，别出心
裁，结合挪威当地食材特点搞起再创作。

腐皮鱼卷中特别融入挪威三文鱼作为主
材之一；用挪威盛产的鳕鱼代替猪肉，制作

“狮子头”，再配以当地清冽的雪水；将当地
人爱吃的牛肉，以“东坡肉”的烹饪方法制
作成“东坡牛肉”……熟悉的食材，新鲜的
口感，在场挪威宾客赞不绝口。

那次活动之后，挪威当地许多中餐馆门
庭若市，许多此前从未尝过中餐的挪威民众
纷纷慕名前往。

“我们不仅要以此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

来当地中国餐馆吃饭，还想借此让他们认识
杭州，知道那是一个风景秀美、文化深厚的
好地方。”马列说。

去年 4 月，挪威首相索尔贝格访问中
国，并前往杭州，参观了阿里巴巴园区。去
年8月，浙江省委书记车俊率领代表团，赴
挪威考察访问。

“两边就这样走动起来了。”说起挪威和
中国，尤其是和故乡杭州日益频繁的互动，
马列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相信，这其
中，一定有美食在悄然催化友谊。

事实上，向海外推广中餐，用美食结交
朋友，马列早在七八年前就已开始扮演连通
中西“桥梁”的角色。多年来，凭借扎根海
外积累的资源，他几乎每年都邀请“杭帮
菜”“淮扬菜”等各大菜系的烹饪大师，赴
世界各国交流，推介色香味俱全的中国美
食。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希
腊……许多国家都有他们的足迹。

舌尖中国尽显文化魅力

这些年，马列带出国门的不只是“杭帮
菜”，还有“杭帮菜”中的中国故事。

出国之前，马列曾在杭州一所烹饪学校
任教。闲暇时，他爱研究 《武林旧事》。这
本追忆南宋临安都城风貌的元代著作，里面
记载的古时菜肴，尤其令他着迷。

“好的菜品都是经过几百年流传下来
的。”马列信手举了一个例子：“去年，我们
在‘杭州美食文化挪威行’中做了一道‘蟹
酿橙’，将阳澄湖的蟹肉炒熟，盛放在橙子
中，再一起蒸 20 分钟，肉质鲜嫩清香，这
就是一道从南宋时期留下来的名菜。”

出国久了，马列渐渐发现，舌尖上的美

味，让人回味的不仅是那份刺激味蕾的鲜
美，还有蕴藏其中的那份极为丰厚的文化。
他想让更多朋友品尝流传百年的中国味道，
更想让他们了解古老悠久的中华文化。

2016年G20杭州峰会前夕，马列策划制
作了一本小册子。每一页，四句诗，一段
话，一张图，娓娓道来杭州的人文地理，其
中自然少不了他最为熟悉的“杭帮菜”。

“东坡肉”记录了苏东坡在杭州修建苏
堤时与百姓共享美食的爱民之心；“桂花栗
羮”源自中秋之夜天上人间同赏湖景的美丽
传说；“宋嫂鱼羹”则与宋高祖巡游西湖时
的一次偶遇有关……

细细读来，千年杭城的“文化范儿”跃
然纸上。马列在小册子中专门配上英文译
文，外国读者读来也是一目了然。“我花了
两个多月时间，大概写了150多个故事，就
是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国外的朋友认
识杭州，认识中国。”如今，这本小册子已
经成为欧洲不少中文学校的课外阅读教材。

在马列看来，美食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从中可以窥见的，不仅有中华文化的源远流
长，还有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

“杭州千岛湖的鱼头汤非常有名。早
年，那里的生活非常贫穷。后来，老百姓开
动脑筋，在千岛湖中搞养殖，养出来的鱼特
别大，他们就顺势创新出了鱼头汤这道菜。
现在，老百姓都富裕了。小小一道菜，我们
从中可以看出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样
的故事，马列可以说出许多，也给国外的朋
友讲过许多。

“中国现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我
们海外华侨华人有责任，也有条件，向世界讲
好中国故事。”马列说。通过美食，让外国朋友
在一点一滴之间领略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魅
力，他乐此不疲，并将锲而不舍。

“杭帮菜”大师马列在挪威这样讲中国故事

“当 豆 腐 皮 遇 上 三 文 鱼 ”
本报记者 严 瑜

“我做餐饮将近50年了。”和本报
记者聊起自己的烹饪生涯，欧洲杭州
联谊总会名誉会长马列淡然一笑。或
许是因为精通饮食之道，年过七旬的
他，脸上几乎看不到太多的岁月痕迹。

近30年前，当时已是国家高级烹
饪技师的马列移民挪威，将他最擅长

的“杭帮菜”带到了这个北欧国度。在那
里，从小就爱变着花样做菜的他，巧用
心思，让“杭帮菜”入乡随俗，俘获众多

“挪威胃”，又借“杭帮菜”结交外国朋
友，让更多人通过舌尖上的美味，知道
了有一个美丽的城市叫杭州，有一个美
丽的国家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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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均由马列本人提供）

“我们福建人很早就有海外闯荡
的传统，相比前辈们，我觉得自己
非常幸运，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
代，让我们这些海外学子的创业之
路少了荆棘，多了机遇。”德国开元
周游集团首席执行官周鸿图近来在
接受采访时感慨道。

2001 年，周鸿图来到德国慕尼
黑工业大学深造。2002 年，他和几
个同学一起创建了“开元网”。经过
15年的坚守，“开元网”从名不见经
传的网络华人社区，成长为年发团
量近 10 万人的欧洲华人旅游业翘楚
——开元周游集团。而他的办公
室，也从一间学生宿舍搬进了慕尼
黑市中心的写字楼，开元周游集团
目前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了子公司。

谈 起 创 业 路 上 遇 到 的 艰 难 困
苦，周鸿图表示，失败、彷徨、动
摇都有过，但这些困难和早年间下
南洋、背后没有强大祖国支持的家
乡前辈们比就算不了什么。“现在欧
洲每年入境的中国人有几百万，背
靠这么大的市场，海外有了更多创
业机会，这一点在我们这个行业感
受尤其深刻。”

近年来，德国
的中资旅行社已经
发展到几百家，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
有不少人劝周鸿图
及 早 布 局 其 他 行
业。可周鸿图却十
分笃定，坚信在改
革开放的形势下，
出境游的市场还有
增长空间。

他说：“用 15
年打造一个行业品
牌 是 件 不 容 易 的
事，今后我还是要
依托祖国的优势资源，不断丰富主
业（旅游）的形态和内容。”

一个秉承“扎实、稳健、担当”理
念的诚信企业自然锐不可当。据介
绍，在竞争激烈的欧洲华人旅游市
场，开元周游集团的营业额仍在以每
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经超过
5亿元人民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元周游集
团在2014年成立了开元基金，除了用
于一些公益事业外，还赞助德国当地
的中文学校，支持华裔青少年学习中

文和中国传统文化，参与“中国寻根
之旅”等活动。

“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德国，
我为他们申请了中国国籍，现在最
担心他们的中文学不好。我认为未
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将继续发挥举
足轻重的作用。”周鸿图真诚地说。

周鸿图说，中国人跟上了时代
发展的潮流，中国坚持根据自身国
情走改革开放道路，这是中国迅速
繁荣、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来源：新华网）

周鸿图：闯出旅游“一片天”
邵 莉

周鸿图：闯出旅游“一片天”
邵 莉

图为周鸿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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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看中国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华商深知十九大后
的中国将具有更多的商机，而这空前的机遇也定会
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稳定、合作
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历史台阶。

——德国汉堡华商会副会长、欧中“一带一路”促
进会会长 王 文

30多年前到中国投资时，中国刚改革开放，外
汇缺少、人才缺乏、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中国经济
快速发展到今天，十分了不起，公路、铁路、机
场、水运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外汇储备充足，创
新创业环境日臻成熟。

——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 谢国民

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创办亚投行，建立丝
路基金，创办首届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些大的活动表
明祖（籍）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国际的影
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习近平总书记讲
话给海外华商极大的鼓舞和振奋，改革开放会迎来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华商会（费城）常务副会长 管必红

以互联网发展为契机，中国在许多业态上已赶超
发达国家，走在世界前列。比如，被誉为新“四大发明”
的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还有互联网+、新材
料等相关领域，已经成为世界新技术、新业态的标杆。

——加拿大中国商会总会长、金澳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 舒 心

华商谈经商之道

如果我们祈盼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商环境，就得建
立重视经济道德的良性循环体系。人无信不立，业无信
难兴。

——印度尼西亚实嘉集团董事长 黄世伟

华商赴美投资的市场定位应当结合国内需求，在激
烈的美国市场竞争中，将有限的资本投资在那些中国还
没有成熟的技术研发与应用上，实现中美资源的整合。

——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华虹国际（美国）有
限公司总裁 夏忠瑞

现在有些企业看到外销不好做，就想转内销，其实
这种想法没有远见。无论是内销也好，外销也罢，有创
品牌、创名牌的决心才是最关键的。

——澳大利亚福建工商联谊总会会长 陈展垣

“挑战极限，追求完美”一直是我对企业发展的寄
语。我相信，胜利往往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另
外，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无论立下什么志向，一定要把
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开拓进取，永不言退；即
使走向社会后，也要能够继续学习。

——印尼金光集团董事长 黄志源

航运业和房地产类似，是由多种相关行业因素相互
交织影响的业务，十分复杂。而且受全球经济的制约。不
能因为航运业一时的鼎盛而利令智昏，都想来淘金。如果
全面系统地进行分析，就能发现“泡沫航运”的险象。

——美国福茂集团董事长 赵锡成

商 机 商 讯商 机 商 讯

“创业中华”双创会召开

日前，作为第三届丝博会暨西洽会活动
之一，由中国侨联、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
中国侨联新侨创新创业联盟、陕西省侨联承
办的“创业中华·汇聚三秦”双创大会在西安
召开。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陕
西省委副书记贺荣出席会议并致辞。

万立骏表示，这次“创业中华”活动走
进陕西，目的就是助推陕西打造创新发展高
地，为陕西追赶超越提供新动能，为侨界人
才施展抱负提供新平台。

旅日侨商建海交会日本馆

“去年我们首度组团来参展，收获很大，
很多产品都卖断货了。所以今年我们组织了
更大的团来福州参展。”日本福建经济文化促
进会关西分会常务副会长、华强兴业株式会
社代表张华强日前在展会现场对媒体如是说。

当天，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暨第
二十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海峡国际
会展中心启幕，日本馆应邀再次亮相海交会。

日本福建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吴启龙表
示，今年两国关系发展让我们增加了从事中
日贸易生意的信心。旅日侨团将紧抓机遇，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和“海上福州”发展
格局。

意华商并购传统品牌集团

日前，经过半年多时间系列并购谈判，
意大利华商企业集团——欧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AUMAI SPA），就整体并购具有 80 年
历史的意大利著名高级品牌连锁营销集团

（CARNEVALI SPA） 正式签署协议，并顺利
完成了法律交割手续。

这是意大利华商首次整体并购意大利大
型企业集团，受到了业内各界人士和媒体的
广泛关注。

浙江以温商引华商资源

日前，浙江推出 10 项新的对外开放重大
举措，提出重点打造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进口商品展销平台，温州建设浙南闽北赣东
进口商品集散中心；动员天下浙商、带动全
球华商参与浙江省“两个高水平”建设，支
持温州建设世界华商综合发展试验区。

温商是华商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现有
68.8 万人在世界 131 个国家和地区经商创业，
其中 38万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 57个国
家和地区。温商在海外已形成资源网络，涵
盖经济、文化、人才等多个领域，温商可以
折射出华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规律。

（均据中国侨网）

欧盟瞄准中国消费者群体

日前，欧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发展事务委
员菲尔·霍根表示，“从 2012年至 2017年，欧盟
对华农产品出口额从 60 亿欧元增长到 120 亿
欧元。欧中在农产品领域合作机遇广泛。”

在菲尔·霍根的带领下，来自欧洲农业
食品行业超过 70 个欧洲企业组成的商务代
表团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至 19 日访问中国，
推广来自欧洲的安全且高品质的食品和农产
品。据介绍，本次商务代表团成员涵盖了欧
盟 23 个成员国，一些欧洲生产商协会也加
入其中。

（据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