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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金龍餐館，位於德州西北西Childerss City. 200
Ave F. NW 79201（287）公路旁，獨立建築，1,

7250立方呎座位140，三張大型布裴檯，
設備齊全，週邊人口兩萬多，生意穩定，

東主退休，售價15萬。有意者請電：盧先生

210.618.9783（手機）

940.937.3331（餐館）300-110608

餐館連地售

Sale $80,000.00, 6000 Sq feet, 200
seat With full equiments, located at

224 S. Thompson St., Springdale, AR
72764 Contact the owner:

479.751.3328‧479.283.8914(cell)
Email: Musa-hang@hotmail.com

Chinese Buffet Business For Sale

300-040109

位於Allen區，中式快餐店，
（Greenville 與 Bethany 之間）。

意者請電：Hong
214.383.2800 (餐館)

469.878.8226 (手機)
300-021810

快餐店出售

中式快餐店有DRIVE THRU
近愛田機場，租金便宜，易經營。

有意者請電：

214.923.2130
300-060210

中式快餐店出售餐館出售
達拉斯小鎮布菲店出售，生意

35,000，售價650,000，

房租1,660。請電：
917.428.3618（手機）
903.873.8846（店）

300-111116

小林電工 Linsanity Electrical
麻州執照 全保險 住宅商業
大小工程 優質服務 價格合理

冷暖氣維修安裝
781-888-6898 Hai(小林)

創業良機
芝加哥28年西式家具,
燈飾,進口批發,業主
擬在一年半後退休,有
意 創 業 者 歡 迎 洽 詢
(773)522-9434謝先生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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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讓英國菜開始沈淪
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讓英國的國力大

增，奪取了大量的殖民地，使英國成爲名副其
實的“日不落帝國”。與此同時，英國菜也因爲
工業革命迅速沈淪，走上了“黑暗料理”的不歸
路。

工業革命帶來了城市的迅速發展，大量的
人口也從農村湧入城市，倫敦的人口從1800年
的不足100萬迅速增長到1831年的175萬，這
導致倫敦本地的食物不能自給，只能從外地運
輸來食物以滿足需要。當時在英國各地的農
村，供給城市的食物被裝在行動遲緩的馬車上
運往城市，長途跋涉數天之久，食材的新鮮程
度也大打折扣。

于是，英國人想了很多方法來保證食物的
新鮮。先是把食物制成罐頭，延長食物的保質
期，盡管罐頭技術不斷提高，但仍然改變不了
罐頭口感極差的事實。接著，英國人想到了用
冰塊來保鮮。那是在19世紀50年代，蒸汽打撈
船的使用使得各種魚類産量飙升，強大的市場
需求下催生了第一台制冰機。可是，冷凍、冷藏
技術真正運用到普通人生活中已經是1880年
的事，英國人過了將近100年吃不上好東西的
日子。

在食材上，英國人更多的選擇不易腐敗的
食材，具體來說就是土豆。恩格斯曾這樣描述

1844年英國北部某個制造業城鎮中普通人的
生活：“他們的飲食越來越糟糕，最好也不過是
在土豆裏加一點點切碎的培根，許多人甚至連
這個也吃不起，只有面包、奶酪、麥片粥和土
豆，而身處社會最底層的愛爾蘭人只能吃土
豆。”在1863年，英國勞工食物支出中土豆與面
包的攝入量比例爲接近1:3；而到了1902年，土
豆攝入量已經反超。

在烹饪方式上，英國人也出現了變化——
水煮。一方面，水煮可以彌補食物新鮮度的不
足；另一方面，對于已經忙碌一天的英國工人
來說，沒有多少精力在花到烹饪上。所以，水煮
雖然味道不佳，但是即安全又省事。于是，英國
普通人的日常飲食就變成了一塊煮肉和兩種
煮蔬菜，其中還有一種是土豆。

●二戰對英國菜的傷害可謂是挫
骨揚灰

有人評論說：“如果說工業革命僅僅是給
英國菜一通當頭棒喝，那麽兩次世界大戰對英
國菜的傷害可謂挫骨揚灰。”兩次世界大戰帶
走了成千上萬人的性命，其中當然不乏名廚。
最重要的是，二戰期間德國對英國的海上封鎖
與狂轟濫炸都使得英國境內的食物銳減，巧婦
難爲無米之炊，在食品短缺的年代，指望廚藝
有著巨大的飛躍是不現實的。徐志摩甚至評價
說：“英國最好吃的菜就是外國菜。”

在二戰前，英國有4800萬人口，三分之二
的食物都要依靠進口。與德軍開戰後，英軍的
運輸船大量遭襲，港口的進口量銳減爲戰爭前
的10%。在丟掉的90%中，不僅僅是來自歐洲的
原材料，還包括在日本占領馬來西亞和泰國等
地後所無法運輸的米、麥子和糖。很多英國本
國不産的必需品一下子被連根拔起。

1940年1月8日，爲了應對戰爭，英國實行
全國食物配給制度。當時，在英國農業部派發
給每個家庭的“戰時菜譜”中，均很大程度上依
賴蔬菜而非肉類。而在所有“蔬菜”中，又尤以
土豆的地位爲尊。土豆既可以提供澱粉，也含
有維生素C。這在嚴重匮乏水果的當時可以說
是最重要的維生素C來源。甚至在《戰時菜譜》
裏提倡土豆不削皮，以保存盡可能多的營養。

再接下來，煤氣供應也不足，政府開始限
制人們在早上烤面包，鼓勵人們吃涼面包。從
1940年到1953年，配給制整整持續了13年，在
這樣長期的惡劣條件下，再高的廚藝恐怕也要
丟光了。

●英國菜已開始複興，可是為什
麽還得不到認可？

經過工業革命和兩次戰爭，英國人對食物
的要求極低，普通人常常中午一個三明治，晚
上一塊烤肉加兩種煮蔬菜就滿足了。

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後，出國的英國人

越來越多，新一代英國人才重新開始追求美
食。一些原本經營其他菜系的名廚開始重新認
識英國菜，英國紀錄片《馬克的大英盛宴》講述
的就是這個過程。

不過這種複興並沒有得到世界的“認可”，
英國還是那個人們口中的“黑暗料理王國”。

英國人日常食物相當簡單，給很多人留下
“這個國家不會吃”的印象，與此同時，英國菜
鍾情“原汁原味”的風格也讓很多人覺得沒什
麽技術含量。

食物的烹調應該複雜還是簡單，是全世界
飲食界爭論不休的話題。以簡單的手法追求食
物的原汁原味，對廚藝的要求未必就少。中餐
裏的白切雞、清蒸魚，對食材、火候、調料的要
求都極其嚴格，英國菜亦是如此。

“更多朋友，是在旅遊途中隨意地找些餐
廳，然後得出‘英國菜不好吃’的結論。同樣試
想在國內的情形，當你去一個城市旅遊時，如
果有意品嘗當地特色美食，是不是會通過各種
渠道來收集資料？在國外也是如此，想找有特
色又能保證品質的餐廳，同樣需要搜索相關信
息。在街上隨意找家店就進去，即使在中國也
不敢說就一定好吃吧。”

今天英國的食物與一些美食大國比，可能
確實有些差距，但也有些自己的獨到之處。

英國菜是怎樣淪為黑暗料理的？

近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英國首相
卡梅倫在倫敦的一家酒吧裏小酌，習近平品
嘗了著名的英國美食“炸魚薯條”。

英國美食這幾年一直是中文網絡上的熱
點，不是因為好吃，而是因為花樣吐槽。2012
年前後，一個名為“咱英國人會做菜”的帖子
在網絡上廣為流傳，自此開始，英國菜的形象
在中國人心目中萬劫不複，成為黑暗料理的
代名詞。

對英國菜的吐槽並非始于中文網絡。在
西方，一直有一個經典笑話：“天堂就是，英國
警察、德國技師和法國廚師；地獄則是，德國
警察、法國技師和英國廚師。”法國前總統希
拉克曾對德俄領導人說：“英國食物是世界上
除了芬蘭飯以外最糟糕的食品，你怎麽能相
信飯燒的這麽差的人。”

總之，英國食物糟糕，似乎已經成為全世
界的共識。而關于英國食物的玩笑，則是永不
過時的梗。不過，英國食物真的像人們談論的
那麽糟糕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