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美食！

蔬菜冒险
谈到蔬菜，人们容易把它当成是主餐的陪衬。
但是，真正美味的蔬菜其味凝实
无需其它就能让您尽享美味。
近期，食品的安全问题再次得到大家的关注，
放心又美味的日本蔬菜正在不断增加！
再加上高科技与农业技术的结合，

vegetables

食培
选

围绕着蔬菜诸般冒险业已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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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森

订购现摘的
订购 美味蔬菜！

［东北牧场］

vegetables

胡萝卜、
长葱
短山药、
芥末菜、
白菜、红
东
山
、
荷兰芹

北国大地上的放心、安全的蔬菜

订购蔬菜可以产地直送的方式将刚刚收摘的新鲜蔬菜送达附上。
这个季节会送来什么蔬菜呢，真让人期待！

千叶

［Shige 农场］

“东北牧场”位于青森八甲田连峰的山脚下。总
面积大 90 公顷，年产蔬菜品种约 60 ～ 80 种。从耕
地到收成，完全不使用任何农药和化肥。除了成套销
售外，还可以订购单品。各种蔬菜上都会贴有注明该
蔬菜营养成分、味道特点和保存方法的贴标。

东北牧场
青森县上北郡东北町新馆有野部 1-3
什锦蔬菜 4980 日元
http://www.tohoku-bokujo.co.jp/

京都

［森田农园］
超过 100 年的老农场的京都蔬菜
自古以来，
京都上贺茂地区的土壤和水质都非常好。
“森田农园”矗立在这片土地上已超过 100 年了。为了
培植出不易生病，具有高强免疫力的蔬菜，这里的土壤
和水质的控制非常严格细致。这里有圆滚滚的加茂茄子、
有万愿寺辣椒、有伏见辣椒等等。它们统一的特点是个
头大且非常健康。

森田农园

重视蔬菜时令季节
拥有众多蔬果品种的农场

费另计）
2,000 日元（运
为
价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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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若叶区“Shige 农场”建于 2001 年，这是一家使用
自然肥料，生产有机蔬菜的农场。在这里，蔬菜原有的美味
受到高度重视，因此它不栽培非时令季节的蔬菜。发货时
还会随附使用该蔬菜的推荐料理和蔬菜的保存方法，可最大
限度的减少浪费。初夏，超人气大颗蓝莓将会上市。

Shige 农场
千叶县千叶市若叶区下田町 1377
什锦蔬菜 2000 日元 〜
http://www.shigefarm.com/index.html

京都府京都市北区上贺茂池端町 39-1
什锦蔬菜 3675 日元〜
FAX:075-791-5986
http://www15.plala.or.jp/puremorita/

照片上的什锦蔬菜售
价为
5,000 日元（含运费）

加茂茄子、万愿寺辣椒
、伏见辣椒、
黄瓜、西红柿、水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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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美味蔬菜的选择方法和品尝方法
访问蔬菜达人内田悟

相信很多人看到摆在店面前的蔬菜时会感受
到季节的更替。虽说是正值时令，但并不是
所有的蔬菜都同样美味。对此，我们特地向
蔬菜的专家询问了有关选择蔬菜的诀窍。

摄影／城石裕幸 采访、撰文／ JQR 编辑部

〈选择好吃的蔬菜的诀窍〉

蔬菜切法和烹饪方法
也应根据不同时期
作出相应调整

［茄子］
築地御厨位于东京都中央区。蔬菜课堂也在
此开讲。详细信息请浏览蔬菜课堂官方网站
（http://www.yasaijyuku.com）
。
外面摆满了各种颜色的鲜花、蔬菜和水果。

［青椒］

细细的筋线汇聚头
部

蒂部张开

凹凸不平的花萼

［黄瓜］

时间。根据内田先生所述，即使在
这样一个非常短暂的“时令”期间，
还可以进一步分成3个阶段。
首先是蔬菜刚刚上市时的2～3
周左右的“先期上市”的时期，此
时虽水分充足，纤维也较软，但多
有苦涩的情况。然后是时令蔬菜高
峰的“大量上市”时期，此时出货
量大增，蔬菜的美味尽显无遗。再
然后就是最后的“逐渐退市”的2
生于 1955 年，他的“築地御厨”专门为餐馆提供蔬果，虽然餐馆对于素材都有极高的要求，
但他们都非常信任这家蔬果店。自 2007 年起，在本业之余，还开设了对一般消费者传授
蔬菜魅力的“蔬菜课堂”。

～3周的时期，此时蔬菜中的水分
大减、表皮绷紧、纤维变硬，味道
也会变得更浓，像青椒这样的蔬菜
可能会不太容易处理，但却可以充

注意时令季节
选择至关重要
随着品种改良和栽培技术的发

不同了。”
选择这样的蔬果是有一定窍门

蒂部隆起、张开的青椒最好。选择时不要选那
种太绿的，接近黄绿色的最好。6 月份先期上
市的青椒，水分较多，表皮较薄。青椒籽也非
常嫩软，放入油中烹饪过后，可以整个吃下去。
8 月份接近退市时，青椒的甜味加重，表皮也
会变得比较厚实。

［蘘荷］

“要想品尝到美味的蔬菜，首
先要选择好的蔬菜，然后再根据时
令的3个阶段，选择不同的蔬菜切

展，非时令季节的蔬菜开始出现在

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色浓、颜色更

发和料理方式。”

各蔬菜店中。从事了30年以上蔬

绿的，但这却是完全错误的。其实，

果工作的内田悟先生告诉我们，正

浓郁的绿色可能是因为使用了农药

那样挂在枝丫上的蔬果会大量上市。

值时令的蔬果味道最好，作为挑选

或是施肥过甚所致，经常会出现味

在这炎炎夏日中，让我们一同享受

蔬果方面的专家，内田悟先生的建

道苦涩的情况，因此，正确的方法

roppongi nouen
蕴含丰富水分和矿物的夏季时令蔬

议获得了众多主厨们的信赖。

是选择颜色较淡的蔬菜。

菜吧。

是这种生命力才会带来美味。其中，

在炎热的土地上生长的茄子与油可谓是非常地
“投缘”
。蒂部隆起的茄子最好。溜肩的茄子在
靠近蒂部的地方会变白。千两茄子以形态挺拔
的为佳。先期上市的茄子皮较薄且软，此时纵
向切比较好。表皮和纤维变硬的退市时期，则
以横向切成薄片为宜。

黄瓜水分非常丰富，是夏天料理中不可或缺的
一款佳肴。蒂部隆起，从上面看时，一根根筋
线均匀排列。选择时注意不要选那些颜色过深
的。6 月份先期上市时多有涩味，可加入盐搓
一下，浇注热水可以帮助去除青草味。在退市
时期，黄瓜表皮变厚，黄瓜籽变多，此时可以
做成腌黄瓜。

分体味到蔬菜的个性。

的。比如油菜或黄瓜等绿色的蔬菜，

“时令蔬菜是具有生命力的，正

10

尤其是露天栽培的蔬果，那就格外

黄瓜籽排列均衡

色味淡

挺拔的身材

接下来的季节，像茄子和黄瓜

蘘荷非常适合与香味较淡的蔬
菜搭配，是仅有的 10 几种日
本传统蔬菜之一。切时应顺着
纤 维。 它 的 特 点 是 嚼 劲 和 香
味。应选择纵线细小，体型圆
润，叶尖没有干枯的蘘荷。此
外，梗必须要圆，这非常重要。

富态体型

［大叶菜］
叶子脉路整齐

切碎的大叶加上蘘荷就是最佳
的佐料。其独特的香味会吊起
您的食欲。叶子脉路整齐是大
叶长得好的证明。如果营养不
平衡，则叶子的脉路就是左右
不对称。与青椒和黄瓜一样，
不应选择颜色过深的。同时还
要检查叶子切口是否过深，叶
尖有无枯萎。

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所谓蔬菜
的“时令”也仅仅是2～3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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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吃到既新鲜又美味的蔬菜啊 !

以蔬菜为主的餐馆

千叶县鸭川 意大利菜

里海食堂 FUSABUSA
摄影／饭田裕子

FUSABUSA

在富有欧洲餐厅氛围的店
堂中品尝新鲜采摘的蔬菜

采访、撰文／ JQR 编辑部

蔬菜一直以来都是衬托各种菜肴的配角，但茁壮成长
的蔬菜足堪细品，美味令人惊喜。下面介绍的餐馆在
到处寻觅这样的蔬菜，让蔬菜成为了菜肴的主角。

与农家建立起相互信赖的
关系，购买最新鲜的蔬菜

在听说每天要风雨无阻地亲自
去农家购买食材时我有点惊讶，不
过小野说这是购买最新鲜食材的最

2011年7月在房总鸭川开业的

佳途径。与农家面对面的交流还可

FUSABUSA是一家富有品味且气氛

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农夫

轻松的餐馆。

还会教他一些让蔬菜更加美味的烹

餐厅供应使用当地新鲜食材制
作的以意大利菜和法国菜为基础的

饪方法。而且，那些供不应求的珍
贵蔬菜也会分给他一些。

创意料理。可以一边感受海风的轻

“‘今天的也很好吃哦’，我

拂一边悠闲地享受美味午餐，优越

将拿来的无花葱※作成了西式的油

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驾车出游者

炸饼”

的光顾。

除了蔬菜外，FUSABUSA的当

该餐馆的大部分食材都是由店

地水产料理也值得推荐。只要提前

主小野薰从合作农家和渔港那里直

一天预约，小野就会购进伊势虾和

接购得。

金目鲷，将它们作成美味的普罗旺

“每天一大早，我就会赶到农

斯鱼汤。这是一家非常迷人的餐馆，

家家里去（笑）。面对面的交流既

驾车徜徉在从馆山到九十九里的海

可以帮助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

岸线上之际，任谁都会禁不住诱惑

还可以调节农家要出售的食材与自

要来这家极致餐馆饕餮一番吧。

己要购买的食材之间的矛盾。跑
了4～5家后返回餐馆时，基本上
已经快中午了，我得赶紧准备午
市。”

※ 普通的葱会在葱头上开花，而无花葱
是经过改良的不会开花的葱，在天气变
热之前旧葱将尽新葱尚未长出时，无花
葱却已然可以收成。但偶尔也会有无花
葱开花的情况发生。

（照片上方）FUSABUSA 还对外出售其购进的
蔬菜。
（照片中间）蚕豆配意大利面和瑞可它
乳酪，蚕豆的量与意大利面相同，可谓奢侈。
（照片下方）鸭川酸橙萝卜色拉，酸味和甜味
的绝妙组合。

我们在培育
在培育放心又安全的蔬菜

菜单
［菜单一例］
鲐鱼三明治（鸭川鲐鱼的原创熏制三明治） 945 日元
南房总极品猪肉乡村肉派 840 日元
10 种鸭川蔬菜的豪华色拉 小份 780 ／大份 1,260 日元
江见渔港海螺和油菜的意酱通心粉 1,260 日元
鸭川渔港金目鲷和伊势虾的普罗旺斯鱼汤锅（仅限周六、周日）时价
本日的意大利面套餐（2 种前菜、色拉、意大利面、面包）1,575 日元
午餐套餐（3 种前菜、鱼或肉、面包或米饭）2,415 日元

我收割（?）的
蔬菜非常
美味喔！！

铃木荣一和健一这对父子是世世代代在鸭川从
事农业的专业农户，也是小野薰与之合作的农
家之一。在 1.4ha 的农田里共生长着卷心菜、
西兰花、花生、大豆等 50 余种蔬菜，其中主要
的有 15 ～ 20 余种。健一告诉我们，农活虽然
非常辛苦，但收获时却是无比开心的。

里海食堂 FUSABUSA
千叶县鸭川市江见内远野 256-1
☎ 0470-96-0107
营业时间 11 ：30 ～ 15 ：00（14:00 L.O）
17 ：00 ～ 22 ：00（21:00 L.O）
休息日 周一（周一为节假日时，次日休日）
www.fusabusa.jp

由千叶县进行品质改
良后的无花葱。在培
植种苗上花了 10 年
的时间，终于到了收
成的时节了。

※ 根据季节变化和采购情况，菜单会有所调整。

12

2012 July

2012 July

13

东京 意大利菜

六本木农园

roppongi nouen

诞生于六本木的农家 Live House（现场表演）餐馆
菜单
六本木农园初夏火锅套餐
3,800 日元
农家的“欢迎蔬菜”
～散发薄荷香味的豆腐优格＆
自制金山寺味噌～
烤芦笋和鸡腿蘑菇
配上培根烩饭
“纪州梅鸡”
白干梅和紫苏的热那亚火锅
有田烧砂锅饭
豆乳冷甜点
激情水果酱

源于“特辑农家”这一新颖
构想的一道道菜式

用比嘉主厨的话来说，就是“不被

“六本木农园”位于东京六本

吃”。以2个月举行一次的频率与

木的中心地带，最初开店是为了让

农家一起就蔬菜进行探讨研究，并

农家的子女在这里工作。到了今天，

生成一份全新的菜单以取代原来的

店里的职员依然都是与农家或农产

菜单，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

物有关的人，或是想要成为农家的

嘉主厨笑着告诉我们，“实际上农

人。为了给予农家比开园之初更大

家们也会来我们这里吃。看着自己

的支持，最近对菜单内容进行了更

种出的蔬菜变成了一道道美味佳肴，

改，并以2个月举办1次的频率举

他们也会加倍努力。我希望我们的

行“农家特辑”活动。活动的内容

餐馆能够成为让努力工作的农家们

是根据时期和收成的食材，在为期

的个人品牌响彻世间的发源地。”

2个月的时间内，从全国的合作农

作为“农家Live House（现场

家中挑选4～5家，在短时间内集

表演空间）”，现在这里还会举办

中进行同类蔬菜的合约事宜。然后

连接农家与顾客的活动。而且在营

再将这些蔬菜变成菜单上的一道道

业中农家们有时候还会现场介绍他

菜式。由主厨协同所有员工，以及

们的蔬菜。此外，我们还与“新农

有生意往来的农家和上门自荐的农

网”（一个对新一代农家给予支援

家等一起对收割时间表进行确认。

的网络平台）一起对刚刚开始从事

在对蔬菜的栽培方法、味道、收成

农业活动的新农家给予特别的支援。

量等进行检查以后，再决定农家特

作为位于东京的将农家、蔬菜和我

辑。在确定农家特辑后再考虑料理，

们相连的发源地，这里今后必将受

然后将其搭配成一份全新的菜单。

到更多的关注。

烹饪方法所束缚，而只考虑什么样
的料理才能让这种蔬菜变得更好

上方／美味四溢的前菜——烤鬼伞菇。
“烤
芦笋和鬼伞菇配培根烩饭”
。中间／以纪州
梅鸡（吃添加富含柠檬酸和氨基酸的脱盐浓
缩梅的饲料）为原料的蔬菜火锅“
‘纪州梅鸡’
白干梅和紫苏的热那亚火锅”
。下方／仅以
植物素材为原料的“豆乳冷甜点 激情水果
酱”
。

有田烧砂锅饭
将大米在水中浸上 3 小时以上，再以砂锅焖煮而成的
有田烧砂锅饭，每一粒米饭都仿佛拥有生命。尝过之
后会对米饭有全新的认识，发出“原来米饭这么好吃”
的感叹。

我在培育
以无农药、无化肥的循环型自
然农耕法培育的大豆

“坚持不懈地
尝试更加美味
的蔬菜料理”

农家“欢迎蔬菜”

六本木农园
东京都港区六本木 6-6-15
☎ 03-3405-0684
［周一］18:00 ～ 22:30 L.O
［周二－周五］12:00 ～ 15:00、18:00 ～ 22:30 L.O
［周六、日］12:00 ～ 15:00、18:00 ～ 22:00 L.O
http://www.roppongi-nouen.jp

～散发薄荷香味的豆腐优格＆自制金山寺味噌～
以原味呈现购自各个农家的时令蔬菜，可以感觉到每种
蔬菜的口感、香味和甜味，感受蕴含在菜肴中的能量。散
发薄荷香味的豆腐优格、香气浓郁的自制金山寺味噌、购
自大分县佐伯市的釜炊盐（名叫“NAZUNA 荠菜之盐”
）
，
根据喜好各自组合，你会发现不同以往的蔬菜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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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秀树是培植大豆的专家。24 年前
在不使用任何化肥和农药的条件下栽植
桉树（考拉的食物）时的经历是他开始
有机栽培的契机。肥料仅仅是那些在收
成时掉路在农田里的大豆，这片土地变
得如此肥沃确实令人惊奇。收获的大豆
被加工成味噌，并与大豆一起交付给六
本木农园。加藤秀树告诉我们，对于可
以直接将自己的产品送到店中他非常高
兴，因为这样他可以听取主厨的意见。
加藤农园 加藤秀树（埼玉县入间）

主厨 比嘉康洋
2012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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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京・鸟越

摄影／长尾迪

3

亲手栽种和收获蔬菜的
美味日式料理专门店

日式料理

味农家

2

Minoya

采访・撰文／ JQR 编辑部

逐月变化的
时令菜式

有一天，从公司员工跳槽到谷
全 10 道套餐 3500 日元、全 12 道套餐 4500 日元。图片所示为 12 道套餐。图片上方左起，＃加入了贝割大根萝卜的凉拌黄瓜和新牛蒡、扁豆、铁苋菜 ；＃醋渍
的油炸藠头与丛生口蘑和红辣椒 ；＃芝麻白拌的新姜和油菜及甘薯 ；＃春白菜、切后晒干萝卜大根、滑子菇、杭椒混炒后拌辣味长芋 ；＃麻辣酱葱＆土当归作点缀
的芦笋酿茄子 ；＃每天一换的刺身，今天是萝卜卷金眼鲷和鲅鱼 ；＃萝卜泥橙汁酱炒春胡萝卜、高野豆腐、青椒，点缀以荷兰芹 ；＃暖呼呼的油炸芜菁汤，以款冬
和秋葵勾芡，并撒上烤海苔 ；＃蚕豆豆浆凝练的豆腐汤，点缀以鸭儿芹 ；＃以新马铃薯为容器的芝士焗藕块香菇鸡蛋 ；＃清煮大野鸡肉丸、西葫芦、石川小芋 ；＃
自制抹茶冰激凌加红茶曲奇。

中的日本料理店的河原在埼玉县的
越谷租了10坪的田地，就此开始

味农家的柜台仅仅只有9个席

了蔬菜的栽种。因为之前从来没有

位，没有餐桌。当问起翻台率时，

干过农活，他就向附近的农家讨教

店主河原润治告诉我们1天只翻台

锄头的使用方法等，在不断试验不

1次而已。

断犯错不断改进的过程中，终于收

他说道：“一个人忙着切切弄
弄就已经够呛了”
从店名就可以想象得到，味农

获了新鲜壮实的蔬菜。这时他脑海

一家以蔬菜为中心的日式料理专门

出的蔬菜。

我们点了12道菜（每月更换）

5

6

7

8

9

10

11

12

料理专门店就此诞生。还有，这些
料理中，有些使用的是河原亲手种

许的醋，可谓是简约到了极致。

4

中灵光一闪，以蔬菜为主导的日式

家是
店。调味以盐和酱油为主，还有少

顾客感到高兴
和收获壮实的蔬菜时
我会很开心。

“开始种田后，我学会了判别
新鲜的蔬菜。绿叶菜等如果肥料过
多，颜色会变深，吃起来更涩口。

的套餐。首先上来的是加入了贝割

自然栽培的蔬菜颜色比想象的要浅，

大根萝卜的凉拌黄瓜和新牛蒡、扁

煮过之后会变深。”

豆、铁苋菜。爽脆的蔬菜口感和调

上述对蔬菜的观察所得被反映

味实在是棒极了。接着是醋渍的油

到了河原的料理中。接着端上来的

炸藠头与丛生口蘑和红辣椒。还有

都是热菜，每一款都让人大呼过瘾。

芝麻白拌的新姜和油菜及甘薯。每

满座后便不会再有客来，可以悠然

一样都用小号的器皿盛放，

享用一餐也是其中一乐。

十分精致美观。

店主河原润治

都是我种的
抽出休息时间来田间巡视

味农家

河原在埼玉县越谷租了约 50 坪田地。大约毎
星期 2 次在开始工作前来到田头独自劳作一
番。因为是以自然方式栽种，极力杜绝肥料和
农药，蔬菜的成长所需时间较长。但也因此易
于久存。初春的时候很忙，3 月要栽种马铃薯、
4 月是玉米和西葫芦、5 月是西红柿、黄瓜、
青椒、杭椒等。5 月下旬开始，是去年 10 月
栽种的豌豆角、甜脆豌豆、蚕豆的收获期。美
味蔬菜的秘诀都在这里。

东京都台东区鸟越 1-5-5
17 ：30 ～ 22 ：00（L.O）
周日和节假日、毎月月底（有不定期休假）
http://minoyave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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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法国菜

荻野餐桌

厨师与蔬菜真诚
相对的餐厅

Table Ogino

东京 意大利菜

蔬菜寿司 Potager

Vegetable Sushi Potager

完全不用鱼肉的
蔬菜寿司店

右侧・
“熏椰百合根法式奶冻和凤梨汤”1,155 日元。中间・
“芦笋
凉点”5,250 日元起。左侧・午餐套餐“蔬菜握寿司”10 个 2,100 日
元。附蔬菜汤汁。还有梅干煮牛蒡寿司、胡萝卜慕斯军舰寿司、杏
鲍菇牛油酱炒寿司等各色外表看似水产品的寿司。

（左侧）使用时令芦笋的“扇贝黄瓜
色拉 柑橘风味”
小盘 380 日元。
（右侧）
将蔬菜切碎，加到熟食、汤或洛林蛋
糕等中。
加入原创火腿的“莲藕＆新牛蒡洛林蛋糕”680 日元。口感清脆，松软美味。

“在绚丽寿司中品
味蔬菜的美味”

“请务必品尝一
下‘等外品蔬菜’
的美味”

主厨
荻野伸也

店主兼主厨 柿泽安耶

11 点起发售的“油封鸭”1,360 日元。每日更换的熟食采用“等外品蔬菜”
。

人气餐馆经营的是
“等外品蔬菜”熟食与咖啡
池尻大桥“法国菜餐馆荻野”以
难以预约而闻名。店主兼主厨荻

我购买那些以前连尝都没尝过的蔬
菜，创建一个可以品尝到由它们制

是那让蔬菜更加美味的江户前寿司
的技法吧。米醋会让米饭变得过酸，
因此这里用了高知县产小夏果汁和

以蔬菜甜点招徕人气的

作的菜肴的空间，是为了制造一个

“Potager”的下一个目标是“蔬

让人们认识它们的机会。”

徳岛县产柚香果汁代替，这样米饭
的酸味会比较温和。

野伸也于今年2月开了一家熟食与

目前，我主要从北海道的18户

菜寿司”。以重新构建食用大米的

作为主角的是不使用任何农药

咖啡屋。荻野主厨开设这家店并不

农家，还有九州、关西等全国各地

传统文化和为蔬菜创建新的舞台为

和化肥的经有机栽培蔬菜。专注于

只是想营造一个可以轻松品尝熟食

收购那些“等外品蔬菜”。对于

构想，店主兼主厨柿泽安耶将他的

在自然环境下生长的蔬菜的本店的

的空间。据说于北海道发现的“等

“只有厨师才可以做到的事情”和

外品蔬菜”才是他开这家店的动因。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荻野主厨一

“听说在北海道浅野农场中那些生

马当先，对于这样的他的未来我们

长时间过长，形状不佳的蔬菜会被

深表关注。

丢弃。但这只是外观上有些‘不合
18

作为一种料理培育的
蔬菜寿司的美学

标准’，实际吃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2012 July

荻野餐桌
东京都涩谷区代官山町 14-10 Luz 代官山 1・2F
☎ 03-6277-5715
营业时间 9:00 ～ 19:30
休息日 周一
http://www.table-ogino.com

下一个目标锁定在日本传统美食寿

诀窍就是使用来自全国各地的传统

司上。虽然寿司材料看上去像极了

蔬菜。

水产品，但它们全部都是蔬菜。不
管是油炸还是水煮，每一种食材都

可以说这家店为蔬菜开创出了
一个全新的舞台。

蔬菜寿司 Potager
东京都港区六本木 6-9-1
六本木新城 六本木榉树坂大道 1F
☎ 03-3497-8822
营 业 时 间 11:00 ～ 15:00（14:00L.O） 17:00 ～
23:00（21:30 L.O）
休息日 无
www.shushi-potager.com

经历了细致考究的工序。这应该就
2012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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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etables

培植

在城市办公大楼中设立植物栽培场 !?

在工作场所栽培蔬菜的独特尝试
摄影／高井知哉

保圣那
（Pasona）
集团

采访、撰文／ JQR 编辑部

“Urbanfarm
（城市农场）
”

接待处的顶棚上挂着南瓜，会议室的墙
面上爬着香草……。在综合人才服务公
司“保圣那集团（Pasona Group）
”中
可以见到的这一独特风景业已成为当下
的热题。我们实际走访了这家公司。

在城市的摩天楼中
茁壮成长的蔬菜
在东京各大公司聚集的办公街

耕栽培。不受季节和天气的影响，

区的大楼中，有一栋大楼的墙面被

产量稳定，单株产量更多等等，除

植物所覆盖，这就是我们这次要走

此以外，因为水耕法不需要土壤的

访的“保圣那（Pasona）集团”

关系所以它还具有不易生虫的特点。

公司。在2010年搬到这里后，他

2楼有休息室，里面的墙壁和

们对这栋房龄53年的大楼进行的

吊顶上满是四季豆等植物。里面还

改造。利用以前建筑物天棚较低的

有植物栽植场，栽种了许多香菜等

特点，在这里创建了与自然和谐并

叶菜。这里的蔬菜都会被员工食堂

存的“城市农场”，其中部分则作

作为午餐的原料使用。

为蔬菜栽植场在使用。

以上的空间，一般的来客都

城市农场事业部的板见Sayaka

可以看到。除此之外，各办公楼

部长对我们说，保圣那集团早在

层、走廊还生长着各式各样的植

2003年就开始为了培育新的农业

物，办公室内的吊顶和墙壁上也布

人才而努力推动“农业见习计划”

满了40种以上的蔬菜和水果，阳

等各种针对农业的措施。“城市农

台和外墙壁上还有200种以上的植

场”就是该事业中的一环。

物，它们会随着季节的更替各自绽

首先，来到1楼的接待处时，

放。板见女士说道，“被绿色环抱

悬挂在吊顶上的南瓜就会映入眼帘，

的办公环境不仅少见，而且它还具

这真是一副奇异的风景。不但如此，

有为员工排解压力的功效”。

在它的旁边竟然还有棉花田，棉花

（上）接待室的吊顶上结满了西红柿。因
为植物的关系，
室内的湿度设得略高。
（左）
在室内蔬菜栽植场中茁壮成长的蔬菜。成
熟后，会变成员工食堂的午餐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在城市的办公大楼中，

果实已经绽开，星星点点，雪白轻

可以感受到四季更替和自然景色的

柔的棉花到处可见。继续深入，我

舒适空间。独特的尝试为我们重新

们还看到了培育生菜等叶菜的植物

认识食物、环境意识提供了契机。
栽种在 1 楼的棉花。每隔一定的时间就
会降下水雾。水分和光照都非常充分。

栽培场沐浴在一片灿烂的白光之中。
光是由高混合波光电极荧光管所产
生，它是大型液晶电视的背光灯管
等中使用的荧光灯管的改良体。经
过特殊改良的灯管寿命长，而且比
普通荧光灯能节约20～25％的电
能。
推开接待室的门，头顶上挂满
了红彤彤成熟的西红柿。顺着藤蔓，

保圣那农援队城
市农场事业部部
长 板 见 Sayaka
告诉我们，有许
多的人为了参观
这一独特的办公
环境而从国内外
赶来这里。

椅子上带有抽
屉，这小小的空
间被用来培育芽
苗。

下面是大大的水槽，这里实施的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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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作坊

野菜を

作る家

大和房屋工业

摄影／内藤 SATORU

培植蔬菜

agri-cube

野菜を

采访、撰文／ JQR 编辑部

摄影／内藤 SATORU

“agri-cube”位于奈良市左京的综合技术研究所内。
可以参观实际的栽培状况。
“agri-cube E”850 万日
元。
“agri-cube S”550 万日元。

方便、定量生产蔬菜的
小型植物工厂现已登场
“agri-cube”是大和房屋工业针对

大和房屋工业综合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吉村守先生告诉我们，
“agri-cube”可以
让我们思索在我们准备的环境中到底可以培育出什么。

如果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培植蔬菜那将是一
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将这一愿望变成现

4月5日开始发售。占地面积约3坪，只需

实的就是三荣水栓制作所的“ie-na”。这是

在停车场中占有约1台汽车的面积就可以

一套在阳台或家中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蔬菜栽

每年产出约1万株的叶菜。

培的水耕栽培组件。
进行栽培，而且只需要浇水和灌注液体肥料，

了”，综合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吉村守先生

不会弄脏地板。光是看看樱桃番茄和芝麻菜

说道。

茁壮成长的样子，就可以让人兴奋无比。

发挥住宅墙壁嵌入式模块的优点，提

“住在公寓等即无法接触土地又不能栽培

升其隔热性能和气密性能为蔬菜栽培服务，

蔬菜的人们肯定会感动不已。水耕栽培会让
莴苣、水菜、芝麻菜等 23 种蔬菜（以叶菜为主）
每年可以收成 1 万株左右。散叶莴苣从播种到收
成只需 42 天。

番茄苗成树状生长，结出的番茄果实即营养
丰富又非常美味，一旦您开始尝试必会欲罢

费等维持费每年仅在35万日元左右。
“agri-cube E”中还包含了根据蔬菜
生长情况给予一定光照的“照明器具升降

不能。”
栽培槽

系统”、让栽培架的清洁更加便利的“养

栽培槽

液循环、排水系统”和其它设备机器。

栽培槽

去餐馆就可以尝到刚刚收割的美味蔬
菜将不再只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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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用照明器具
（荧光灯）
栽培用照明器具
（荧光灯）

从2010年秋天开始就一直在从事ie-na工

栽培用照明器具
（荧光灯）

ie-na 栽培组件结构简单，无需任何工具就可以组装，售价为 16,800 日元。番
茄的根密密麻麻长在一起，营养到位，可长期收获。

程方面的工作的白幡广子告诉我们。
它的结构非常简单，使用泵让加入了液体
肥料的水自动循环。如果是栽培西瓜，那么

养液循环管道
养液循环泵

●问讯处 ：大和房屋工业株式会社 农业事业推进室
大阪市北区梅田 3-3-5 电话 ：06-6342-1412

PR 课白幡广子在公司内部培植的
樱桃番茄。去年在家中总共收获了
600 颗樱桃番茄，这甚至还成了他
们夫妻间的聊天话题。

只要光照充足，那么即使在房间中也可以

如，我们将栽培和卫生管理尽可能地简化

需1台空调就可实现温度管理，电费及水

采访、撰文／ JQR 编辑部

在房间中从“树”上
摘得西红柿时的喜悦

餐饮行业而开发推出的植物工厂单元，于

并进行适当加工使其不易生锈。由此，只

ie-na

ie-na 还可以栽种叶菜，但如果是莴苣的话在采摘之
后就结束了，因此我们建议栽种那些可以从下方叶子
开始不断收割的蔬菜，如生菜或芝麻菜等。

“为了让餐馆的零时工也可以操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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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てる

株式会社 三荣水栓制作所

水位調節管で水位
使用水位调节
を調節します
管调节水位

栽培架的示意图。各栽培槽上方都设置了栽培用的荧光灯。每个栽培架都设计了排水
通路，这样就可以保证水质。

うき
のメモリで液肥の
浮动的刻度会提示液
体肥料的补给情况
補給をお知ら
せします

在成本上会划不来，但是只要是根类蔬菜以

播 种 后 的 1 个 月，
不用做任何事情也
可以茁壮成长。水
循环系统的电费每
月 100 日元上下。

栽培槽是根部
栽培槽は根が
生长的空间
育つ空間です

外的任何蔬果都可以栽培。每天清晨采摘红
养液储罐

截面图
（吃果实的蔬菜）
断面図
（果菜）

彤彤的番茄直接食用或是做成番茄汁，让你
享受小小的奢侈。
●问讯处 ：株式会社 三荣水栓制作所
大阪市东成区玉津 1-12-29
顾客咨询中心 电话 ：06-6976-8661

液肥タンクに
使液体肥料回到
液肥を戻します
液体肥料储罐中

使液体肥

ポンプで栽培槽に液肥を送り込みます
通过泵将液体肥料送至栽培槽

2012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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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R
Selection of Japanese Skills

食材采购新方式
来自制造现场的精湛技艺
V o l

蔬菜有计划生产变为可能
植物工厂变成现实
摄影／内藤 SATORU

TAK U M I

J Q R

S e l e ct i o n

o f

J a p a n e s e

S k i l l s

采访、撰文／ JQR 编辑部

10
玉川大学 农学部 生命化学科 渡边博之教授。研究LED蔬菜栽培已有20余年。现正在推进蔬菜工厂计划。农学博士。

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线只是太

诉我们说，他是搭到了94年蓝色

阳光中部分波长的光线。而LED

LED上市和之后LED降价的顺风车。

是可以只发出指定波长光线的设

“蓝色光线对于植物的生长非常

备。既然如此，那么是不是可以使

重要，一上市我就买了，不过当时

用LED来提高食物栽培的效率呢？

觉得它太贵了，一个要3000日元

玉川大学渡边博之教授进行的就
是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显著

（笑）”
延长LED的寿命对于降低成本

的进展。目前，不仅仅栽培的效率，

至关重要。LED所使用的芯片仅有

甚至连食物的味道、口感、营养等

0.3毫米大小。流过它的电量中的

都能控制自如，这着实令人惊奇。

百分之七十几都会转换成热量，这

目前，这一科研项目的实用化已进

些热量会损害芯片本身。如果能做

入倒数阶段，此次我们走访了该蔬

到对LED的持续性的冷却，那么就

菜工厂的科研现场。

可以达到延长其寿命的目的。这就
是渡边教授所涉及的直接水冷机制。

玉川大学辽阔的校园里布满了

“LED的芯片是固定在树脂上

绿色。在2年前建成的Future

的，因为树脂是隔热材料，所以内

SciTech Lab中有一处无尘室，每

部热量是很难排放到外部的。基于

天，同学们都会在这里精心照顾各

这方面的考量，直接将芯片焊接到

种蔬菜。在红色、蓝色、紫色的耀

铝制电路板上的想法就应运而生了。

眼LED光照下，井然有序的蔬菜正

通过在铝制电路板下方流过的冷水

在茁壮成长。

就能达到冷却的目的，以不到20

“仅仅十几年前，LED还是非

度的温度使用的话，它的寿命会比

常昂贵的设备，其光照量费用比是

较长。这样就可以在通过强电流的

普通荧光灯的100甚至1000倍。因

情况下还保证其耐久性。这就是我

此那个时候还不适合作为培育植物

们的LED栽培的核心技术。”

的光照设备使用。”

26

通过这个方法获得理想的LED，

使用LED培育蔬菜所不得不考

加上长久以来累积的经验技术，在

虑的一项内容就是费用。渡边教授

做好了所有这些准备后才开始投入

是从91年开始此项研究的，他告

实际应用。那么，就目前阶段，都

2012 July

2012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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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のづくりの
現 場 から

收集各种条件下的生长数据需要极长的时间。效率高、品质优的蔬菜栽
培数据的收集有助于降低培植成本。而且，有效的蔬菜栽培也被寄予了
厚望。比如，栽培用于生产霍乱等感染病疫苗基因的大米可以拯救很多
人的生命。还可以大幅降低向疫区派遣医生的费用。通过在食物中加入
疫苗还可以抵御流感。渡边教授还非常看好大豆。

建于玉川大学校园内的蔬菜工厂完成后示意图。预定于 2012 秋天投入使用。14 层塔式栽培装置一字排开，莴苣、生菜的培植完全自动化。

的流通信息、销售信息和供需信息

种背景下，不受天气影响、能以稳

才能够在工作中将所学发挥得淋漓

在研究室中进行培育时，光的

等各种信息，蔬菜工厂就可以进行

定的量生产蔬菜的系统的魅力是相

尽致，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整个行

西红柿、马铃薯、番薯、药用胡萝

波长、光量、时间、温度、湿度和

流通管理，在预测到价格下降时作

当大的。

业的水平。”

卜、水稻、大豆等等等等，什么都

气体环境等所有因素都进行了严格

出培育高附加值且市面上买不到的

能培植。看到水稻和大豆成熟虽然

的控制。其中，风对于作物培植的

蔬菜等的判断。

有趣，但就成本而言实属不可取

重要性可能是大家所想不到的。风

“在与西松建设共同推动的蔬

“我最迫切希望的自然是确立

（笑）。草莓培育受到了很多人的

的流向、吹拂的方式等等都会对作

菜工厂中，从栽培到收割全部实现

该事业的地位。只有这样，才会出

期待，至于莴苣，既可以培育出略

物的品质造成影响。“蔬菜工厂可

自动化，生产的商品在包装后再出

现更多的竞争对手，人才和资金也

带苦味的也可以培育出甜味的。”

以对所有的培育环境进行相应的改

厂。整个栽培过程实现无人化操作，

会聚集过来。我最希望的是，我们

变，根据自目的来设定条件。最后

通过摄像头和传感器确认培植状况

培养出的这些学生可以将他们的所

要考虑的只是费用问题。”

并通过管理室的电脑对栽培条件进

学到的技术应用到工作中去。农学

行控制。”

部是一个培育食材生产专家的地方，

能培植出哪些作物呢？
“除了叶菜外，还能培植草莓、

在研究室的栽培室中，只需按一下开关就可以在蓝、
绿、红之间切换 LED 的光照颜色。使用红光培植的
莴苣和使用蓝光培植的莴苣味道确实有所差异。

还可以“定制”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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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的比例就可以。”

渡边教授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呢？

“我们还可以培育出高维他命

渡边教授说，从某种意义上来

的莴苣，或高茄红素的西红柿。要

说作为我们食粮之一的蔬菜的生产

在确认了该事业的可行性和盈

看到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在从事与所

使莴苣中的维他命A提高十几倍是

是依赖于天气的。从播种到收成至

利性之后，相信很多企业都会对此

学知识毫无相关的工作时，我倍感

非常简单的事。

少需要数月的时间。而我们现在可

感兴趣。

遗憾。培育出的人才完全没有被利

简单来说，就是对其实施一定光量

以对十几天之后的市场行情进行预

当今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将来

用，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低下，这是

的红色LED光照，并控制好夜间和

测。利用预测的市场行情和收集到

的食粮短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

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培育出的人

在准备与这个秋天投入使用的蔬菜
工厂中，莴苣的培植周期为12天。

玉川大学学术研究所
生物机能开发研究中心
东京都町田市玉川学园 6-1-1
042-739-8666
http://www.tamagaw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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