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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这样一段话：“没有什么是
一顿美食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两
顿。”

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夸张，细细咂
摸却也不无道理，这里揭示出的正是美
食独特的魅力。对于旅游而言，初到一
个地方，想解开它的密码，美食自然是
不可忽视却又唾手可得的一把金钥匙。

外国政要喜来体验

就在前几天，煎饼果子和狗不理包
子又火了一把。不过，这次是和俄罗斯
总统普京一起被锁定在聚光灯下。国家
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天津出
席中俄友好交流活动，晚宴上，普京亲
自动手试做了天津当地的特色小吃狗不
理包子和煎饼果子。“您得记住，这是
我做的。”普京把自己做的煎饼果子送
给习近平主席品尝时说。

的确如此，中国的美食文化博大精
深，吸引了不少的外国政要。因此许多
中国美食都和外国来华访问政要有了有
趣的轶事。

今年 4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
总理莫迪在武汉非正式会晤之时，两位
领导人在烟波浩渺、风景秀丽的东湖边
散步。在湖边品了两种产自湖北的茶，
一种利川红茶、一种恩施玉露。

之前，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华访问
时，在成都参观老牌川菜馆，现场学做
宫保鸡丁，非常认真地观摩做菜全程，
还把做菜的材料、流程都记下来，说要
回家试做。默克尔熟练地使用筷子，几
乎吃完了一整盘这道川菜，并招呼大家
一起品尝。她还前往成都一处农贸市
场，花5块钱买了一袋郫县豆瓣酱。

同样对川菜充满好感的还有英国的
前首相卡梅伦。2013 年卡梅伦访华时，
成都之行完成了他的“火锅体验”。据服
务员回忆，卡梅伦点了鸳鸯锅，但卡梅
伦一点都不怕辣，全程都只吃红汤，不
碰白汤。

还有外国政要在中国意外拥有了以
自己名字命名的菜，这就是“哈珀肘
子”。

2012 年，加拿大前总理哈珀访华，
在北京一家老北京炸酱面餐厅吃午餐。
哈珀在吃芥末墩时，很喜欢里面的芥
末，于是就创造了新吃法：用老汤肘子
蘸着芥末吃。后来，店里就这种吃法推
出了新菜“哈珀肘子”。

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美食在每个

人的生活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
此，中国美食的背后，映照出的是丰富
多彩的中国文化。

中国美食构成丰富，即使在著名的
八大菜系里，同一菜系中也有多种多样
的美食，各地美食在文化中碰撞、融
合，共生共存，这足以彰显中国文化的
胸怀和包容性。中国美食广受欢迎，也
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强大吸引力。

在青岛刚刚举行的上合峰会聚集了
世界目光，其中的宴会菜单也极具地方
特色，广受关注。

在这顿叫做“孔府宴”的菜单上，
所有上桌的菜品必须做到极致，比如一
品八珍盅就需要经过 8 个小时的炖煮，
加上两个小时的调试，经过这 10个小时
的烹饪后才能上桌，可谓做到了极致。

别小看这貌似简单的几道菜，其中
的历史可是大有来头。孔府菜始于公元
前 272 年，孔府的历代成员，秉承孔子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遗训，对菜肴
的制作极为考究，要求不仅料精，细
作，火候严格，注重口味，而且要巧于
变换调剂，应时新鲜。

不仅如此，孔府宴的内涵和“仪式
感”也十分丰富，它融合了古今的烹调
技艺，汇聚南北的饮食精华，在食料选
择、菜肴烹饪、宴席设计、糕点制作以
及饮食礼仪等诸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文
明境界，尤以做工精细、善于调味、讲
究盛器而著称，给人以雄浑尊严、华贵
典雅、大味醇厚的感觉。

孔府宴，不仅给八方来客以味蕾的
享受，更是传递了“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的中国文化理念，向世界传达
出上合组织独特的精神气质。一道道最
地道的鲁菜，一座座有滋味的建筑，也
向世界呈现出一个美丽大气而又有文化

的青岛。
美食，不仅是展示中国文化的一扇

窗口，也成为中外交流与合作的一个连
接器。

今年 4 月，习近平在武汉与莫迪的
非正式会晤中谈起，宜昌的茶和印度还
有合作。从经贸往来到文化交流，中印
之间的交往追溯久远、愈发密切。美食
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外合作的一条纽带。

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

中国美食在世界范围内有多火？
在美国任何一个有些规模的城市

里，初来乍到的人至少也能找到一家中
餐馆。根据华裔餐馆协会 （Asian Amer-
ican Restaurant Association） 的 数 据 显
示，在美国，中餐馆的数量是麦当劳门
店的3倍。这无疑是中餐受欢迎的表现。

在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
《中 国 国 家 形 象 全 球 调 查 报 告 2016—
2017》 中显示，中国整体形象好感度稳
中有升，中餐、中医药和武术在海外受
访者眼中成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三大
元素。调查显示，近八成海外受访者接
触过中餐，其中 72%的体验者给出好
评。中餐已经成为很多外国人了解中国
的一个重要的媒介。

由中国旅游研究院、领英中国联合
发布的 《2017 年全球职场人中国入境游
报告》 同样显示，在被问及最向往的

“中国行”体验时，历史文化和美食最为
突出。同时对曾到访中国的海外职场人
而言，美食、欣赏风景、体验文化也位
列他们对中国最满意的三大体验。

由此可见，中国美食已经成为中国
旅游的一张鲜亮的名片。

现在，在韩国的很多综艺节目上都
能看到中国文化的身影，很多的韩国美
食节目来中国录制，他们随便走进街上
的一家美食店，都能让主持人震惊，因
为中国的美食真的太多了，让人不知道
吃什么。

的确，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来到中
国，想要深入体验中国文化，必不可少
的一个途径就是品尝中国美食。

来中国参加培训班的坦桑尼亚学员
彼特科表示：“中国的美食太棒了，有这
么多的选择！”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就
深深地被中国美食所迷恋。“回国后，一
定让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来中国看看，起
码也要品尝中国这丰富多彩的美食。”

中国美食，就是如此有魔力。
上图：外国游客学做中国美食
左图：粤菜走进美国硅谷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普京包包子，默克尔买豆瓣酱，卡梅伦吃火锅——

来中国 就想这一口儿
本报记者 刘发为

在 2018 中俄品质对话
中 ， 汾 酒 以 出 类 拔 萃 的

“中国品质”、彰显卓越的
“国际标准”，赢得俄罗斯
工商界名流的高度赞许，
并吸引了俄罗斯众多企业
的合作意向。走出国门，
融入世界，老字号汾酒甩
开膀子迈出坚实一步。

站在中国看世界，老
字号企业只有在更加开放
的大环境下才能获得发展
空间。正像是“张小泉”
剪刀相对于“瑞士军刀”，
全聚德相对于肯德基，中
国的老字号并不缺少特色
品质、特色内涵，缺少的
是在世界市场里弄潮的意
识和经验。只有在全球竞
争 的 高 度 上 构 建 发 展 战
略，打磨产品品质，提升
品牌影响力，中华老字号
的招牌才能更加闪亮。

走出国门看中国，老
字号走出去，有利于在更
加 广 阔 的 市 场 中 创 造 价
值，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和国家影响力。老字号品
牌 承 载 的 不 仅 是 商 业 价
值，更以其厚重的历史文
化底蕴，形成别具中国特
色的文化价值。中华老字号把握机遇、主动作为，做全
球市场的弄潮儿，擦亮的是以文化为核心、以品牌为载
体的老字号招牌，创造的是比经济价值更为宝贵的文化
价值和国际交往价值。

汾酒在中国早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白酒品牌。然
而，汾酒并没有沉浸在辉煌成就中固步自封。中华老字
号如何展现高质量发展新作为，开启开放发展新篇章？
带着这样的思考，肩负这样的使命，中国的汾酒顺势而
为谋篇布局，努力做白酒国际化的先锋者和引领者，矢
志在全球打造“骨子里的中国品质”。

老字号走出去，确立特色定位是关键。古语云：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老字号走出去不能“想当然”，

“以己之所图揣别人之所意”；也不能“走着瞧”，“走一
步看一步，不走就不看路”。酒香也怕巷子深，老字号走
出去要基于市场消费需求进行创新升级，将中华文化与
国际对话。汾酒确立了“先抓胃、再抓心”“先健康、再
消费”“先品类、再品牌”的发展战略，从“口感”出
发，用海外消费者喜欢的产品俘获市场，进而通过文化
唤起消费者的深层次认同。

老字号走出去，升级管理理念是核心。老字号拓展
海外新征途，意味着在全球市场参与更高水平的市场分
工和竞争，无论企业管理、产品品质维护，还是市场开
拓、客户维护，都必须对标世界先进水平。老字号走出
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通过改革创新，变革陈旧的经
营机制、落后的营销理念和手段等，推动企业管理向更
高层次转型升级。以一流的人才，打造一流的企业，成
就一流的产品，开拓一流的市场，老字号走出去才能旗
开得胜，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酒是一种国际化的语言，酒文化作为“可观、可嗅、
可品”的文化形态，是跨文化交流的天然使者。中国素有

“酒逢知己千杯少”的佳话，古希腊诗人荷马说过：“酒是
能使舌头松绑、让故事生动的魔。”法国作家小仲马认为

“酒是一餐中的精神部
分”。以中华品牌为舟，
以酒为桨，扬帆远航，
正是拥有深厚文化内涵
和历史底蕴的汾酒老字
号的天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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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足球起源地山东临淄，街头
巷尾之中，各种与蹴鞠文化有关的活
动十分火爆，其中蹴鞠文化的研习、
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博物馆的传播
以及景观布置，处处体现着这一古老
体育运动的传承。

在人民广场，散布在广场上的12
式蹴鞠娃，或手捧、或脚踢、或头顶
……憨态可掬的娃娃表现的正是起源
于临淄的蹴鞠解数。

这些蹴鞠娃，是淄博蹴鞠娃雕塑
家王德星创作的。他围绕齐文化、蹴
鞠文化进行产品的设计、开发、制作
和生产。

2005年，从国企下海后的王德星
认识了陶艺家车秀申。几年后，两人
联合制作的大型情景组雕 《蹴鞠之
光》在2008奥运景观雕塑国际巡展中
亮相。

走进蹴鞠娃工匠人王德星的工作
坊，外表斯文的他滔滔不绝：蹴鞠从
娱乐、游戏而来，娱乐嬉戏又是儿童
的天性；临淄是世界足球的发源地，
儿童也是人生的起始……“娃娃蹴
鞠”的艺术创意渐渐在他脑海中丰满

起来。
为塑造出人见人爱的娃娃形象，

有时候晚上睡觉，王德星就看着幼小
的儿子，甚至不自觉地去抚摸孩子，
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娃娃的形象和结
构。“单是裤子上的肌理就反复试验
了N次，当我快要崩溃却又无处发泄
时，随手拿了一块泥饼往地上狠狠地
摔去，这一摔，竟然摔出了我期待中
的效果。”

2009年秋天，蹴鞠娃终于打样结
束，开始了第一次装炉烧制，捧着一
个个娃娃的泥胎，王德星本以为可以
松一口气了，没想到，烧制的过程中
却传来了巨响，打开炉一看，作品全
爆了。

不甘失败的老王到处请教老师，
学习炉子烧造的基本技巧，逐步摸索

如何通过制泥和改进工艺去避免作品
爆裂，如何控制窑温和时长，解决烧制
过程中产生的颜色失控等质量问题。

2010年 10月 2日，由王德星设计
的巨型蹴鞠娃雕塑正式落成。此后，
他又创作了“蹴鞠娃十二解数”“蹴
鞠娃十二生肖”等系列产品。蹴鞠娃
也由最初的陶制发展至铜制、青花、
彩绘等多个种类，涵盖文房用具、餐
具、茶具等多领域。

蹴鞠娃自问世以来，受到广泛赞
誉。2009年获得第三十五届山东陶瓷
琉璃艺术设计创新大赛金奖，2010年
被亚洲青年足球锦标赛临淄赛区定为

“世界足球起源地象征性雕塑”；同年
被临淄区委、区政府定为国际齐文化
旅游节开幕式标志性雕塑；同年在青
岛举办的“2010年世界园博会”上被
定为淄博市唯一的代表性雕塑。2013

年 9 月，蹴鞠娃十二式雕塑安放于临
淄区人民政府广场。2016 年 6 月，王
德星创作的“十二解数蹴鞠娃”更是
作为蹴鞠文化“传播大使”远赴英格
兰国家足球博物馆，向世界展现蹴鞠
文化的魅力。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蹴鞠文化，
王德星还自掏腰包开设了少儿陶艺手
工坊，免费提供学习场所和原料，利
用周末和节假日，聘请专业师傅教授
孩子们蹴鞠娃制作技艺，普及蹴鞠文
化知识，让孩子们亲身感知蹴鞠文
化。

如今，这些“蹴鞠娃娃”依旧寄
托着王德星的梦想，承载着把蹴鞠文
化传递到世界各地的使命，像自己孩
子一样和“蹴鞠娃”天天相处，王德
星感受到一份责任、一股温暖和积极
向上的能量。

临淄蹴鞠娃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赵树宴 文/图

半城绿树半城楼，这是绿城
南宁给人的印象。

六月精阳，紫薇花粲然怒
放，可满街最抓人眼球的，还是
这一树树果儿。

脑海里，犹记得冬日里果树
开花的样子，细细碎碎，或素
白，或淡黄，满枝满桠都是，不
觉间，已然到了成熟的季节。民
族大道、竹溪大道、龙岗大道，
还有柳沙半岛，平日里常走动的
几个地方，路边的每一棵果树

上，几乎都挂满了果，沉甸甸
的，惹人喜爱。有芒果，有扁
桃，有荔枝，偶尔还能瞥见一两
棵高大的木菠萝树，累累果实从
枝头往下坠，不用伸手，一仰头
就在眼皮底下。

扁桃圆润，颗颗饱满，像一
颗颗硕大的珍珠，挂在树的耳坠
下，在风中摇啊摇。这种果儿核
大肉薄，并不适宜过多食用，但
扁桃树树干笔直，四季葱茏，倒
是做景观树的上选，南宁的主干
道上，向来少不了它们俊美的身
影。

盛夏时节，最常见的还是芒
果。芒果比扁桃大，形状不一，
有的像鸡蛋，有的像鹰嘴，有的
像象牙。未成熟的芒果大多呈青
绿色，成熟后的芒果色泽丰富，
或碧绿，或橙黄，或橘红。这些
色彩也不全是单一的，我见过一
种彩色的芒果，宛若七彩的虹，
各种颜色杂揉在一起，看上去像
谁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十分绚
丽。

木菠萝硕大，挂在树干上，
随意从树根一直长到树梢上。荔
枝渐渐红了，有黑叶荔、桂味、
糯米糍、妃子笑等，品种繁多，
色泽鲜艳，无时无刻不在挑逗着
人的味蕾。

当代诗人舒婷在诗歌《芒果
树》 中写到：“有人把芒果寄到
遥远的北方，在那里，它引起遐
想和敬畏。”

就在几天前，在路上遇到一
个阿姨，她手上捧着几个青色的

果儿，正在问路边一对年轻夫
妇：“这是什么果？”那女孩瞧了
一眼，说：“大概是芒果，或者
是扁桃吧，我也不确定。”一脸
的腼腆，语气支支吾吾。

我不由地放慢了行进的脚
步。眼前的阿姨，60 岁上下，
带着一副眼镜，夹带明显的北方
口音，应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北方
人。我说：“这是芒果，不是扁
桃，现在满大街果树上挂的，大
多是这种果儿。”

阿姨笑了笑，说她刚从树下
经过，随意在地上捡起了这几个
落果，看着与商店里卖的芒果差
不多，可又不敢确定。“那么金
贵的果儿，怎么这儿满大街都是
呢？”阿姨一脸狐疑。未了，她
欣欣然地说了一句：“看着这满
街满树的果，心情真好啊！”

多美的一声赞叹啊！而这，
何曾不也是对南宁这座获得过

“联合国人居奖”城市、全国文
明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最
美赞誉？

六月南宁果满街
李庆益

旅游漫笔

王德星制作的蹴鞠娃娃王德星制作的蹴鞠娃娃

王德星展示蹴鞠娃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