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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日本料理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寿司吧”已经在国外普及，而且日本料理也正在
逐渐进驻到家庭的餐桌上。
各种媒体都在宣传日本料理因为主要以鱼类、大豆为主要原料而有抗衰老的功效。
那么日本料理究竟是否给外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影响呢。
这次我们请来了三位日本在住的外国人士，来谈一谈日本料理的魅力。
撮影／内藤 SATORU

JQR : 最近日本料理似乎在全世界

大的，所以很自然地就吃上了寿司。

Oleg ： 也不知道应该说是日本的

颇有人气。除了寿司以外，听说家

不过我在日本吃到的寿司和美国的

料理还是日本的生活更令人满意，

庭料理中也开始引入日本料理的菜

相比简直是另外一种东西。

总之可以肯定的是，非常便利这一

单了。诸位，你们的饮食生活有没

全员 ： 说的没错，它们是完全不

点让我很中意。最近我开始经常出

有因为来到日本而发生变化呢？

同的。

没于厨房，以前从没有以这样的心

Seb ： 日本料理给我的饮食生活

情吃过饭。我想，自从住在日本起，

Seb :

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以前一直吃

最大的变化，大概就是靠自己做饭

的很有人气。我曾经在德国、
意大利、

以肉类为主的高热量的食物，而现

生存吧。

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生

在食量也减少了，开始吃起了米饭

Steve ： 在美国，我一直靠快餐

活过，尝过了各个国家的料理，但

和鱼。入口的都是很方便就能买到

解决我的三餐。便宜，方便，随处

是我觉得日本料理是一种很特别的

的新鲜食材，所以体重也减轻了，

可见，而且我吃得很多。五年前我

料理，看上去就赏心悦目，而且低

身体感觉更加精力充沛了。

来到日本，当时这里还没有卖美国

热量，这点最突出。任何时候，任

Oleg ： 我因为完全不会做饭烧

的那种 32 盎司（1 升）装的苏打水。

意一家便利店中就可以方便地买到

菜，所以从来都是在外面吃。不过

但是现在不同了，日本的饮食生活

美味可口的食物，这在其他国家是

自从住在日本，情况开始倒过来了。

也正在西化。与之相反的，我的食

不可能的。

在超市买上生的鱼，在灶上烤 4 分

量却变小了。

Oleg :

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的菜肴。

Seb ： 加拿大的饭店喜欢用很大

开始，寿司店就已经变得寻常可见

所以我最近都尽量自己做饭。

的盘子装盘，而日本这里却喜欢用

Seb ： 因为买食材很方便，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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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小盘子。我一开始很难接受。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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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简单单就能做出好吃的料理呀。

渐渐习惯后我才发现，原来不用总

Ste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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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料理在世界范围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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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美国吃方便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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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吃得很多，食量减小后反而不再

组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日本人在

起说说话，乐在交流。像这样的用

要吃上两三回。我吃“纳豆”的时候

的汤里最后加入面条或米饭，然后

味儿？以后再也不碰了。
”习惯味道

觉得经常性的疲劳无力，感觉更加

这一点上掌握了其中隐秘的关键。

餐一旦经历过就会喜欢上。

喜欢撒上些新鲜的黑胡椒，周围的

品味它的味道。对于外国人来说一

的顺序很重要。

日本人看了都很惊讶。不过真的很

开始就加入盐和调味料一点都不稀

Seb ：日本的食物的品质真是没话

好吃，推荐大家试试看。其实国外

奇，这其实完全忽略了制作料理的

讲，初次来日本的朋友肯定也会觉
得满意。

轻松了。

还有料理呈现的方法也是那样讲究，

Oleg ： 料理看上去漂亮我觉得并

Steve ： 美国的料理中含盐分糖

总是很少量但却很漂亮地摆出来。

不是很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还是

这样的料理呈现在眼前，使用餐本

味道。日本全部都是好吃的东西。

所熟知的日本料理只是很少数而已。

流程，太可惜了。

多的盐和调味料。比方说，在美国

身都成为了一件快乐的事情。用餐

例如吉野家的牛肉盖浇饭，与其他

Steve ： 我最想介绍的是“荞麦

Oleg： 我还没有在国外看到过“关

做色拉的话，沙拉酱会浇到几乎看

的基调会变得悠闲起来，可以同时

国家的快餐相比美味太多了，又相

面”
。由全粒谷物制作而成，有益健

东煮”
。虽然在中国看到过差不多样

食物，一开始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为

不到蔬菜。而在日本只是在蔬菜上

体会到视觉、
味觉的双重享受。我想，

当便宜。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美味

康，而且口感清爽，我非常喜欢。

子的，不过那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好。

倒那么一点。做鱼时也不放拌料，

这样久而久之肯定会对身体产生积

的料理，没有比这更美的事了。

在纽约想找到一家荞麦面条店是很

冬天的时候就特别想吃这个。我想

难的。生荞麦和干的荞麦几乎完全

它绝对可以出口到国外去。

分很多，而日本料理一般不放那么

重在品味食材的原味。
JQR ： 大家每天都吃日本料理吗？

Steve ： 是啊。像吃怀石料理的

JQR ： 有没有什么还不为国外的

不一样，这一点倒是和通心粉相似。

时候，总是慢慢地一盘一盘地把料

人们所知的食品想要向大家介绍

这是只能在日本享受的美味。如果

JQR ： 有没有不建议外国朋友们

理端上来。明知道最后上来的才是

的？

回到美国，就会失去品尝这道美食

品尝的食物？

全员 ： 是的！

主菜，但是吃到最后 3、4 道菜的时

Seb ： 每天都吃。有时也吃牛排，

候已经很饱了。如果是在美国，通

的乐趣了，真让我感到难过。

Seb ： 我想我会想念所有的日本
料理。

Oleg ： 有啊，
“纳豆”
。我超级喜

Seb ： 我想给喜欢烧烤的加拿大

Seb ： 想不出有什么不能建议的

魁北克州的人们和美国的朋友介绍

……硬要说的话，
“山药”也许勉强

Oleg ： 还有可以很轻松方便地吃

算吧。

饭这一点。

心粉会和汉堡一起端上来，结果通

欢纳豆。这样的健康食品一定会受

了。每当吃牛排时，吃的时候觉得

常是还没等好好品味，早早就吃完

到国外的人们的欢迎。我也是来了

很好吃，但是几个小时后人会觉得

结束了。

日本以后才知道有“纳豆”这种食品

Steve ： 外国人可能会觉得“涮

Steve ： 日本料理确实非常美妙，

懒懒的，还会影响到情绪。

Seb ： 说得没错。北美的人们用

的。

牛肉”的味道太淡了。我想他们大

不过体验的顺序千万不能搞错。比

Steve ： 我也变得很少吃牛排了。

餐非常迅速，觉得一会儿就“已经

Seb ： 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慢慢喜

概没有理解
“涮牛肉”
的真正的含义。

方说，一上来就是纳豆的话，说不

吃好了！”
。在日本吃饭时大家会一

欢上了“纳豆”
，现在我每个星期都

一点一点地加入肉和蔬菜，在煲出

定会觉得 ：
“日本料理难道都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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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R ： 回国后会最想念哪一种料
理呢？

不过牛排已经渐渐吃得越来越少

Seb ： 料理的材料之间的平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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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作用。

Oleg ：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奇怪的

“烤肉”和“涮牛肉”
。

这里的所有食

这是美味体

物都很好吃

验的全部

Steve： 品质和吃的体验。

必须习惯这里
的饮食，它们
非常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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