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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罐头
罐头是可以长期保存，并且是可以在遭遇灾害时使用的防灾食品。
因而，常常给人一种注重功能而味道欠佳的印象，但实际上罐头
的味道非常鲜美。稍微略装盆一下，便是一碟十分可口的小菜。
藏在厨房橱架深处的罐头，如果不用而过期可就太浪费了。
让我们开始有效地利用罐头，您意向如何？
摄影 ：城石裕幸（P10〜13）、长尾迪（P1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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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E C I A L I N T E RV I EW

罐头的技术

肚子有点饿？
采访罐头达人黑川勇人

这样一来，媒体就不会等闲了，很快黑川就成
为了一个有名电视节目中的常任嘉宾，介绍最
新的发现和菜谱。现在黑川已经作为日本罐头
行业的发言人，每天奔波于日本全国各地参加

“我在很久以前就对料理感兴趣，很小的时
候我曾和妹妹一起观看加拿大的 Graham Kerr

人。曾经在金融界做事的黑川，有一天为了实

料理节目，每次看到 Graham Kerr 制作的料理，

现成为作家的梦想，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决定，

我就直咽口水。现在的工作是写作和美食，这

于是他放弃了已有的安定舒适的生活，开始在

两者都是我喜欢的。”

天回到家以后，立刻希望能够喝上一杯酒，吃
上一小片面包，或者一小碗饭加上一点小菜。

一般是在国内外的旅行中，品尝了认为是美味
的佳肴之后，会激发出新菜谱的灵感。“怎样的
味道组合是最合适的？如何衬托这个罐头的味
道？如何才能将那个罐头的潜在味道开发出来
呢？进行类似如此的反复试验，然而，也不知
怎么搞得的，很多脑子里冒出来的菜谱只试做

电脑前摆下了阵势，作为自由撰稿人，他开始
撰写各种类型的记事和文章。然而没过多久，

一人生活或者两个恋人一起生活时，工作了一

适合于大家庭使用的分量，现在已经成为少数。”

各种脱口秀以及促销等活动。

自称“罐头博士”的黑川勇人，并非什么怪

着生活方式变化在最近出现的一种现象。“单身

一次就成功了。”

熟食万岁！

黑川便尝到了自由职业人之生活的艰辛，收入
急剧减少，再加上黑川又是美食家，不得不忍

“很多人会毫无疑问地使用食品材料罐头，

受以罐头为主的低支出生活，尽管如此黑川仍

但是另一方面对熟食罐头却抱有不好的印象。

然保持其幽默的风格。

其实熟食罐头的质量都非常好。由于经过高温

“为了不使自己意志消沉，也为了自嘲，

消毒因而不含有添加物。现在罐头生产厂家为

我开始每天设想新的菜谱，并上传到自己的博

了只采用高品质的天然原材料，都积极地做出

客上。开发的菜谱其质与味之好，令我自己也

努力。”

非常吃惊。”黑川的菜谱淡泊的语气配上鲜明的

罐头上记载的保质期，一般是从生产之日算起

照片，在社会媒体中，其人气正在不断上升。

三年。罐头博士强调说，如果是在通常条件下

为了能够更加美味地品尝“被装在罐头里”的食

保存，内容物的质量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他说 ：

品，黑川不断研究各种诀窍和方法，这大大激
发了他的好奇性。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开始认
真地对各种罐头的生产厂家、制造方法等进行
彻底的研究，以致被日本罐头协会认可，黑川
被委托为其月报上刊登的连载撰写文章。

黑川并不是只吃罐头，但是其所具有的将
小小罐头变为如同厨师制作的美味料理的技术，
却是十分实在。他自称罐头博士，看来看来是
名副其实！

“曾经发现经历了一百年之后仍然未变质的罐
头”。

略尝一口
现在的日本，时兴少量。博士说，这是随

打开罐头看看……
罐头？还是软罐食品？

稍稍提示
要使罐头里的内容物
全部倒出，可以将罐
头放入烧开后的热水
里浸泡几分钟，这样
冻状的汤汁就会化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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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加压杀菌的软罐袋
装食品与罐头相比，有
很多是重量轻且不占地
方，但是容易受到保管
条件的限制，保质期也
比较短（一般 1~2 年）
，内容物也有可能被压
碎。

历史小趣闻

罐头书

CALENDAR

OCT

在日本，10 月 10 日被称为
“罐头节”。为了纪念 1877
年 10 月 10 日 在 北 海 道 石
狩最早的罐头加工厂开业，
由日本罐头协会指定。

黑川勇人著
辰巳出版
2011 年
1050 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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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単

将烤鸡肉串罐头变成真正的印度料理

酸乳酪烤鸡

简易罐头料理

酸乳酪烤鸡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沙司。
烤鸡肉串罐头的酱汁是它的神秘提味调料。

要快速做出一道菜时，方便的罐头是第一选择。
下面，罐头料理专家黑川先生将教授我们
一些即轻松又美味的罐头烹饪法。

◎材料
烤鸡肉串（盐味）

1罐

脱水一整晚的优格

1 汤匙（15cc）

大蒜

少许

姜黄

茶匙（5cc）1/2 〜 1

香菜

茶匙（5cc）1/2 〜 1

豆蔻

茶匙（5cc）1/2 〜 1

辣椒粉

茶匙（5cc）1/2 〜 1

盐

少许

红辣椒

少许

黑胡椒

少许

使用罐头的优势是可以用
极短的时间来完成耗时较长的

◎作り方

料理。比如使用烤鸡肉串罐头

1. 将大蒜刨碎
2. 在优格中加入①、姜黄、香菜、豆蔻、
辣椒粉、盐、红辣椒和黑胡椒拌匀成沙司。
3. 将②的沙司加入烤鸡肉串（盐味）中，
放入耐热烤盘。
4. 在预热 180℃的烤箱中烘烤 2 分钟，
使其呈现轻微的焦痕（也可以使用面包烤
箱（Toaster Oven）
）
。

制作的酸乳酪烤鸡，不仅省去
了将腌渍鸡肉的时间，而且烤
鸡肉串的酱汁还可以成为提味
的神秘作料，只要将它和沙司
混合在一起就可以呈现更深层
的味道。
而使用咸牛肉罐头制作的
鞑靼牛排，其独特的咸味与西
式泡菜和柠檬完美结合，即使
在鞑靼牛排的发源地也难得一
见。

与朋友、家人快乐分享！

想要加菜时，不妨考虑一
下！

星鳗卷、牛 肉 卷
手卷寿司非常适合在舞会上食用。
使用罐头的话就不用为事后的清理工作而烦恼了。
◎做法

直接食用或是配上咸味饼干都非常地美味可口！

◎材料

1. 用热水温热咸牛肉，以便于摊开
2. 将洋葱、西式泡菜切成细条，刺山柑则切成大块。
3. 将柠檬切成 2㎜厚度的扇形。
4. 将①中的咸牛肉在盆中摊开，加入②和肉豆蔻、
柠檬汁后拌匀。
5. 将④放入浅盘中，用叉子摊平摊薄，放上③，
撒上黑胡椒。

咸牛肉·鞑靼
使用咸牛肉罐头烹饪出在法国巴
黎备受喜爱的鞑靼牛排！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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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牛肉罐头

1罐

洋葱

约 1/4 个

西式泡菜

2〜3个

腌制的刺山柑的花蕾

1 汤匙（15cc）

肉豆蔻

少许

黑胡椒

少许

柠檬汁

少许

柠檬

约 1/4 个

大和煮

1罐

烤星鳗

1罐

寿司饭

4碗

手卷海苔

20 片

芥末

适量

姜

适量

黄瓜

1/2 根

绿紫苏的叶子

适量

◎作り方

1. 用热水温热大和煮、烤星鳗罐头。
2. 将芥末、姜刨碎。
3. 黄瓜切成细条。
4. 取适量寿司饭放入手卷海苔中
5. 将喜欢的材料放在①上卷起。烤星鳗罐
头建议放黄瓜和芥末，大和煮建议放姜和
绿紫苏的叶子。
2012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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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级食品到储备食物！

罐头图鉴

日本首次制作罐头要追溯到距今约 140 多年前。如今，日本生产着约 800 多种罐头。今天向
大家介绍可作为菜肴、甜点以及紧急事态下的储备使用的罐头。

NO.6

NO.1

高级篇

奢侈地使用了严选近江牛肉的大和煮
滋贺县名产近江牛的专卖
店千成亭出品的“近江牛
大和煮 ”
（1575 日元）是
将严选近江牛切成大块后
放入牛肉汤中精心煮制而
成。将整块的牛肉在口中
嚼碎，牛肉本身的美味充
满整个口腔。◎千成亭
0120・290・289

罐头作为紧急用食品而越来越受到关
注。但是，这其中也有使用高级食材制
作的奢侈品！ 下面为大家介绍几种很难
得吃到的高级罐头。

NO.3

NO.2

腿肉原样奉上！ 口感滋味俱佳！

秘制酱料腌制入味的海螺罐头
使用产自因关鯵（佐贺关
竹荚鱼）和关鲭（佐贺关
鲐鱼）而闻名的丰后水道
的佐贺关的极品海螺制作
的“调味海螺罐头”
（1 罐
4725 日元，2 罐 9030 日
元）
。在捕获的当天煮熟
后浸泡在秘制的酱汁中。
弹性十足的口感和高级的
调味让人食指大动！ ◎
太 田 罐 头 工 厂 ☎ 097・
57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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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

新鲜出炉般松软的汤汁调味鸡蛋糕

闻名遐迩的冈山县清水桃
是白桃的最高级品牌。为
无损其风味而精心在热水
中去皮而成的“冈山清水
白 桃 ” 罐 头（1500 日 元
※ 参考零售价格）
。不仅
仅是白桃的甘甜，就连新
鲜采摘下的桃子清香都可
以 切 实 地 感 受 到。 ◎
0120・
SUNYO-DO
234・034

肋条肉鲜嫩多汁的汉堡肉排咖喱
冲绳的人气咖喱店的名菜
也加入了罐头食品的行
列。以加入了水果的奶酪
糊为王牌的“软骨肋条咖
喱”罐头（2 人份 1890 日
元）和肉汁满溢的“和牛
汉堡肉排”罐头（2 人份
1890 日元）
。在家里也可
以享用人气汉堡肉排咖
喱。 ◎ BAKUBAKU 亭 ☎
098・926・6888

使用北海道独有的食材

世界首个“汤汁调味鸡蛋
糕罐头”
（550 日元）
。由
位于京都的老牌鸡蛋糕和
汤汁调味鸡蛋糕专卖店吉
田喜负责监督。咬上一口，
松软的口感让人满足，京
都风味的汤汁瞬间弥漫整
个口腔。甜味清淡，实在
是优雅的味道。◎ Clean
Brothers ☎ 06・4803・
7800

NO.9

NO.5

大量使用了获取自丰饶的
太平洋的海胆和鲍鱼的渔
家料理
“草莓煮”
罐头
（1365
日元）
。因为盛在碗里的
海胆形似草莓，因此而得
名。可以用于烹制汤、菜
饭、茶碗蒸等等。◎味之
加 久 之 屋 0120・34・
2444

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如今，很多食物
都可以加工成罐头。其中甚至包括了下
列食物 !?……实在是稀有的罐头！

NO.7

新鲜采摘般鲜嫩多汁

“金丝帝王蟹”
（4000 日
元）是将在北方海洋上捕
获的蟹在船上煮熟后急速
冷冻而成，蟹的美味都被
紧锁在腿肉之中。罐头里
层层叠叠地塞满了粗壮的
腿肉。因为不是拆散的蟹
肉，富有弹性的口感真是
棒 极 了。 ◎ Maruha
Nichiro 0120・040825

NO.4

稀有篇

轻松品尝青森・八户的乡土料理

使用捕杀的动物的肉制作
的“熊肉・虾夷鹿・海驴
大和煮 ”
（熊肉 800 日元，
其他 700 日元）
。因为加
入了竹笋、生姜而减轻了
腥膻，味道鲜美。熊肉和
海驴是味噌味的。是让人
对食物和生命的重要性有
了重新认识的商品。此外
还有咖喱罐头。◎北都☎
011・663・5421

NO.10

划时代罐头！ 无需冷藏的明太子
将福冈名产明太子整个地
蒸 煮 后 装 罐 的“ 明 太
CAN”
（630 日元）
。可以
在常温下长期保存，最适
合馈赠亲友。烧烤之后是
这样的口感。作为下酒菜，
会让人不觉多饮几杯。包
装 也 酷！ ◎ 山 一 物 产 ☎
093・372・7939

原汁原味的贝肉罐头
口感绝佳的大块贝肉“水
煮北极贝”
（2000 日 元
※ 参考价格）
。调味简洁，
因而煮出的汤汁充满了贝
肉独有的鲜味。喜欢其口
感的可以直接作为菜肴享
有，也可以使用其汤汁煮
出 风 味 独 具 的 菜 饭。 ◎
SUTO 罐头☎ 03・3815・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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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1

甜品篇

储备食品

低甜度糖浆的爽口甜点
将切成方块的牛奶寒天和菠萝、
蜜橘混合而成的“水果牛奶寒天”
（140 日元）
。牛奶的浓厚风味非
常美味。充满弹性的寒天独有的
口感与水果十分般配。◎国分
0120・417592

说起罐头，并不都是菜肴的天下。甘甜
美味的甜品也品种繁多。试试将其作为
日常食物之一加入到菜谱中如何？

NO.13

NO.12

老牌日式点心店的豆沙水果凉粉

青森产苹果“富士”的甘醇芳香

NO.18

罐体自身也能够有效利用的糖果罐头

式。开罐器可以放进

欢的人气食品“腌萝卜”使用的是嚼劲

自卫队队员们的身影。在无法以常规方

外，1餐罐头套餐（3罐罐头）的总计约

十足的鹿儿岛县指宿产的萝卜品种。其

片可以折叠。罐头的

式摄取食物的环境下，队员们食用的是

1000kcal。

独有的烹饪方法使其即使冷掉了，还是

打开需要一定技巧。

该由3罐罐头组成的套餐总有8种组合。

2012 May

此没有采用这种方

掉的还有盐分，这样会让体内失衡。此

鱼、肉、腌制食品等配菜2罐，总计3罐。

18

可能会意外打开，因

地震时期，在严酷的环境下开展活动的

1餐罐头食品包括：主食米饭1罐，

养的平衡。

到某种冲击后，罐头

大米品种的关系。此外，深受队员们喜

虽然罐头上连标签都没有，只有标识
内部食品种类的如“五香牛肉”等的字
样，但其中的食品却是精心烹制而成的。

一样的美味。
这些战斗食品具有3年的保质期。最
初的1年是作为发生灾害时，分配给灾

罐头间的间隙间一起
搬运，通过设计，刀

人气商品“腌萝
卜”被切成厚片
状。在制造工厂
搬迁时，听到

比如说白饭。一般情况下，做成罐

民的储备粮食使用，分散保存在各个地

头并长期存放后，内部的米饭会往下

区。1年之后，它们将作为自卫队队员

菜式中取消这一

防卫省陆上幕僚监部 装备部

的粮食使用。

传闻时，队员们

需品课的平岛直弘先生接受

纷纷要求将其保

了本次采访。他的主要工作

留。

是负责自卫队队员的饮食。

虽然没有办法自由选择，但每餐的组合

沉，在打开罐头后，米饭已经呈现压扁

都会不同。

状，引不起任何食欲。但是，战斗食品

自卫队队员们无论在多么严酷的环

的白饭却总是非常蓬松。据说这是因为

境下，都能挺身完成任务。而罐头食品

一般市售的罐头最大的区别是盐分较多，

在尝试了各种品种的大米后，终于找到

正是这些自卫队队员体力上的最大依仗。

口味较重。其原因是，在体力劳动挥发

了即使经过长时间的存放也不会下沉的

这种被称为“战斗食品”的罐头与

向罐头里的水果干粉中注入热水，
用附带的调羹搅拌 1 〜 2 分钟即
成“土豆色拉”
（399 日元 ※ 参考
价格）
。罐头耐冲击性强，适宜长
期保存。◎东京都葛饰福利工厂
☎ 03・3608・3541

易拉罐式的罐头在受

掉大量汗水的同时，与水分一起挥发

其中，主要的是罐头食品。

肉”“腌萝卜”各一份。充分考虑到了营

一般人很难看见，吃到的自卫队队员们的罐头，到底有哪些菜式，里面
又有什么奥秘呢？对此，我们采访了防卫省。

相信大家都在电视上看到过东日本

被称之为“战斗食品”的应急备用食品。

8种套餐中的一种。它包括“五目饭”“牛

加入了黄瓜和苹果的正宗土豆色拉

加入了大豆、香菇、海带、油炸
豆腐的“栗五宝饭”
（320 日元 ※
参考零售价格）
。使用了便于携带、
开口处不锋利的罐头，在食用后
可 以 作 为 盘 子 使 用。 ◎ Forica
Foods ☎ 025・794・5333

应急备用食品，自卫队队员在非常时期的力量之源

自卫队队员们的罐头

使用了北海道产的面粉、甜菜糖
和南瓜的“南瓜干面包”
（367 日
元）
。特点是原材料自然的甘甜和
芝麻的芳香。口感松脆，可作为
点 心 食 用。 ◎ 北 海 道 制 果 ☎
0138・41・6575

NO.20

食材众多营养满分的五宝菜饭

“布丁罐头”
（5 个装 840 日元）
由骏河屋于 1963 年推出。只使用
牛奶和鸡蛋、砂糖、香草萃取物
和焦糖用蒸锅蒸煮而成。风味浓
厚。 ◎ 总 本 家 骏 河 屋 0120・
5060・73

“Bon courage”
（全系列 4 种 各
525 日元）
是使用富士山的山岩水、
地下水制成的面包。因其独特制
作方法而能够始终保持松软的口
感，
这一点令人欣慰。抹茶金时
（左）
和巧克力大理石蛋糕（右）
。◎冈
根谷☎ 0545・63・2345

作为惯例的储备食品，这样也很美味

Kanro 推出的保存用“Kanro 甘
乐糖”
（420 日元 ※ 据编辑部调
查）
。糖分有着在紧急事态下缓
解压力的效果。罐体上印有刻度，
便于作为容器使用
る。◎甘乐 0120・88・0422

NO.19

老牌日式点心店的小巧蛋奶布丁

无需烹制的美味“味噌汁”
（175
日元 ※ 参考零售价格）
。一人份
的罐头执行在热水中浸泡 5 〜 7
分钟即可食用。可保存 3 年 6 个
月。 ◎ Forica Foods ☎ 025・
794・5333

以备不时之需的储备食品。你需要了解
必不可少的固定产品和在罐体上下了工
夫的便利产品。

只采用在苹果产地青森津轻培育
的
“富士”
苹果制成的
“烤苹果”
（300
日元）
。烤箱烤制的苹果更觉香
甜。推荐加热后与香草冰激凌搭
配 食 用。 ◎ HOKUTO ☎ 0172・
57・4828

NO.15

可长期保存的精致面包

一如平时的饮食让人心情平静

NO.17

上市以来广受喜爱 40 余年的“罐
头蜜豆”
（346 日元 ※ 参考价格）
。
弹性十足而又容易在口中融化的
原创寒天是本品的特点。红汤汁
和馅料也甜而不腻，演绎着优雅
的 味 觉。 ◎ 荣 太 楼 总 本 店
0120・284・806

NO.14

NO.16

“腌萝卜”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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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罐头的小故事

救罐鸟项目

说起刚出炉的面包，让人联想起脆脆的面包皮和能够
闻到透过纸袋的一丝奶油的香味。
“ 木之屋 ” 是一家因生产优质的鲭鱼和鲸鱼罐头而闻名
的家族企业。拥有员工 100 余人，是宫城县石卷市的优秀

加。结果 “ 海啸罐头 ” 被销往日本全国，得到的收入全部
用于支援失去了工作和家园的员工及其家属的生活。

企业之一。2011 年 3 月 11 日大地震却使得木之屋受到

木村忧哉的脸上又重新浮出了笑容，8 月份挖掘罐头

毁灭性的打击，年轻的木村优哉的未来也因此受到了极大

结束，12 月份清洗罐头结束。周边漂浮的恶臭也被希望的

的影响。

芳香所取代。回收了的五十万个罐头，到了 2012 年初，

优哉 24 岁，是将来继承木之屋事业的的第三代人。

只剩下约一千个左右。木之屋在山上重建了事务所，开始

地震发生数日后，优哉费尽千辛万苦总算到达了木之屋的

制定新的计划，产生了也许一年以后能够重建工厂的希望。

工厂所在之处的海边。然而眼前的情景，使优哉意气消沉。

虽然现状不容盲目乐观，但是因为罐头的回收，使得木村

尽管如此，优哉还是将埋在污泥里的几个鲭鱼罐头挖掘出

忧哉的未来也重新出现了新的光亮。

来，用作晚饭的菜肴。这是自海啸以来第一次吃上一顿像

1995 年神户一带发生大地震时，经营面包店的秋元
义彦把刚考好的面包送到了避难所。但是，好不容易送到
避难所的面包却开始有点发霉。当秋元再次遇到这样的机
会时，他怎么做了呢？，他把面包装入了罐头。
秋元经过多年反复研究，终于发现了能够连续保存面
包几年、而面包始终处于刚出炉时的松软状态的最好方法，
即将面团直接放入罐头里烘烤。并且为了便于取出面包，

而且罐头的开口做成不会切伤手的构造，可以便于各种再

还在罐头里铺垫了和纸。如此生产出来的罐头面包受到极

利用。

大的欢迎，人气不断上升，以致商店里无货而难以买到。
秋元倡导的项目，是在企业或家庭储备作为防灾食品
的新鲜罐头面包。储存到两年时，可以与新的罐头面包交

样的饭。

换。以旧换新时，新罐头面包价格可以便宜一百日元。罐

不久，在东京经营餐厅的朋友发来了订单，希望能发

秋元还不断参与各种慈善活动，例如 2010 年前往海
地，向地震灾民赠送了三万个罐头面包。去年的大地震和
海啸以后，他巡回东北的避难场所，送去罐头面包十万个
以上。

头面包的保质期为三年，由赞同并协助秋元的宅配送行业

送 “ 受灾 ” 的罐头。并认为，只要把罐头外面清洗干净，

回收的制造后两年的罐头面包，通过国际慈善机关被送往

罐头里面的食品是没有问题的，与海啸之前一样，完全可

世界各地，分发给遭受饥饿的人们。罐头外面的标签上有

以正常使用。

留言之处，可以向收到面包的家庭和孩子传达各种信息。

处于一无所有状态的优哉，与其他四位员工一起，忍

秋元是商人，但是当他把自己工厂生产的草莓面包送
给饿着肚子的孩子们、并听到孩子们说 “ 从来没吃过这么
好吃的面包 ” 时，秋元便产生了为推进本项目，可以置公
司的经营于第二位的想法。

受着如同黑云一般的苍蝇和令人恶心的臭味，开始回收罐
头，一天的回收量约为 300 个。
不久，这一情况成为了话题，发订单的餐厅开发了几
个使用 “ 海啸罐头 ” 的菜谱。后来到了四月份，在东京时
尚的街上 “ 木之屋咖啡 ” 开业了。另一方面，乘坐巴士前
往灾区的志愿者加入了 “ 回收队 ” 的行列，人手大幅度增

“希望罐头”
曾经一度失去了一切的木之屋社长木村长门先
生，现在能够毫不犹豫地说：“公司之所以能够

Donors (Companies & Individuals)

生存下来，完全是靠东京咖啡餐厅

NPO / Help programs / WeCan

Disasters, famine, etc.

‘SABANOYU’须田泰成先生的大力支持。”
须田泰成先生不仅积极推进销售海啸罐头的活
动，而且还以“希望罐头”为题材出版发行了面
向儿童的画册。销售额的一部分捐赠给地震的灾
民，也许这本画册将会持续传下去供一代一代的

希望罐头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图

孩子们阅读。

册《希望罐头》的作者须田泰
成。
希望罐头
撰文：须田泰成 插图：宗诚二郎
出版：希望罐头活动发行：Be Nice

Delivery

Orders
Bread

Water

Furniture

（可从木之屋、亚马逊等购买，定价12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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