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
芋棒平野家本家
曾遭祝融之灾造成店舖全毁，其中抢救出
一幅第十一代的中兴之祖北村粂藏的写实
画像(松村皆春，仓田绩观书)，外盒有些许
烧焦的痕跡，图像也留下被水浸湿的水渍。

品尝汤汁的文化与四季的恩典

美味日本料理
使用严选食材，不厌其烦地完成的一道日本料理，
其美味源自于历史所孕育的汤汁文化与料理职人的
热情、技艺，以及季节变换产生的丰富食材。
摄影／管洋介

撰文／伊藤史织（JQR 编辑部）

东京
青华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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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限定两组客人的预约制店舖
只提供店主精心设计的日本料理
套餐，融入季节食材浓郁汤汁的
汤碗能平静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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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日本料理
位于京都圆山公园一角，承传至今已第十四代的传统京料理

将三百年来不变的
美味传递至今的困难
京都 芋棒平野家本家
在元禄至享保年间，奉仕于皇族的第一代平野权太夫，将秘诀与味道以「一子
相传」的口传方式传承至今。为此，我们来请教第十四代女店主北村明美美味
的秘诀。

芋棒的缘由

在京都四季极为分明的气候中，为了

通网发达的时代，根本无法想像将芋

保持味道的稳定，
只能清楚辨明感觉，

从京都的八坂神社朝知恩院方

头与乾鱈鱼两个食材放在同一个锅子

她也让即将成为第十五代的儿子体会

向，位于圆山公园一偶，即是芋棒平

烹调，融合后更互相提升了彼此的魅

这种感受，使得历史得以继续流传。

野家本家。店名的「芋棒」乃是状似

力，正所谓「天作之合」
。如同两个

钟爱此滋味的文豪很多，像吉川

虾子的海老芋（海老为虾子之意）及

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女，
携手建立家庭，

英治就留下「传承百年的滋味中涵蕴

乾鱈鱼燉煮而成的料理。此料理自有

其中亦包含家庭圆满的意味，是正月

百年的美味」的评价。也有流传川端

长期受到京都人青睞的理由。

与婚礼等祝贺仪式时不可或缺的京都

康成在获颁诺贝尔奖的归途中，曾经

传统料理。

至此品尝芋棒的逸事，他曾再三光临

江户时代中期，芋棒本家初代的
平野权太夫，当时奉仕于天皇御所。
权太夫把皇族行幸至九州时带回的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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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之上的乘法滋味。在不似现代交

秉承传统

芋，在祇园圆山自行栽培，而成为上

那么三百年间，这种不变的味道

选的芋头 ；其外表如同虾子的形状与

是如何传承的？女店主北村小姐，每

表面的横条纹，因此被称为海老芋。

天早上做完家事后，就会换穿和服前

乾鱈鱼则是来自北国的船所运来的鱼

往店舖。虽然还有一个姐姐，但北村

干，成为京都贵重的蛋白质来源，进

小姐从小就有预感自己长大后会继承

呈至宫中。如此一来，来自南国的海

家业。北村小姐微笑地说道 ：
「虽然

老芋与北国的乾鱈鱼在京都相遇，在

继承店舖也是传承源远流长历史的重

不断摸索后，
终于完成芋棒这道料理。

责大任，但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这个工

在得到美味的评价后，为了在京都传

作。
」

扬此味道，权太夫获得天皇的许可退

传统的滋味皆是口传，没有留下

出御所并开设店舖，亦即芋棒平野家

任何食谱与作法的文字资料。以眼睛

本家的起源。

目视、身体感知、舌头尝试，北村小

在京都，将两种食材的绝妙融合

姐说 ：
「保留相同味道的重点在于明

称为「天作之合」
，由于两种食材的

确辨别当时的气候与食材品质，这样

相遇，更能提升各自的美味，提炼出

的做法是无法以文字保留下来的。
」

2014 May

此店，甚至留下「美味延年」的签名
字样。再者，店舖本身也曾是松本清
张小说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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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延年」
品尝延长寿命的日本料理精髓

芋棒平野家本家的乾鱈鱼是使用真鱈风乾保存，在以前属于进呈宫中的贡品。在流通便利的现代，将九州带回的稀有食材唐芋，在京都栽培，因其形状与模样被称为
海老芋。将这两种食材放在一个锅中炊煮，即完成芋棒。

三百年来的传统滋味是这
样调製的
芋棒的调味相当单纯，只使用鰹

10

只会残留较硬的芋心。但是，他们有

样每天用心仔细烹煮，持续了三百年

不使芋棒煮烂的秘诀，那就是店内所

的美味，
绝对不是马上就可以上手的，

使用的特製大铜锅。仔细地捞起沫并

而是时间的累积蕴酿出别人无法模仿

调节火力，使食材缓慢受热，此时，

的滋味。

节与昆布，再加上砂糖与酱油。北村

海老芋中的硷水能使乾鱈鱼变软，而

小姐揭露了调理法 ：
「将乾鱈鱼浸泡

从乾鱈鱼产生的成份可防止海老芋被

在冰水中约一週，使其恢复柔软性，

煮烂。另外，
大铜锅还藏有其他秘诀，

再将乾鱈鱼与剥掉厚皮的海老芋一起

那就是里面代代相传的汤汁 ；因此，

人会光临芋棒平野家本家店舖，
但是，

放入锅中，添加鰹节与昆布抽取出的

北村小姐说道 ：
「这其中或许蕴含著

在初次造访的男性客人中，有许多人

汤汁，以慢火燉煮 3~4 个小时，并

些许江户时代的味道吧！」三百年来

会产生对此感到困惑。北村小姐描述

且分 2~3 次加入少量的砂糖与酱油；

的美味就是如此加增其深度，如同川

他们的样子 ：
「原本认为芋头是属于

对此没有特别指定的品牌，我们使用

端康成留笔的「美味延年」
，此料理

女性与幼儿食物的男生，在看到料理

从以前就有的一般调味料。完成以上

恰如延长寿命的滋味。

上桌的瞬间，会觉得有点失望，但是，

万人钟爱的美味
不论男女老幼，有许多家庭与恋

步骤后，关上火，静置一夜使食材入

完成的芋头相当软嫩，可以简单

吃了一口后，会觉得相当下酒，也有

味，第二天再次炖煮再最后调味，即

用筷子分成两半，吃一口就可以感受

饱足感，因此回家时会感到非常满

完成这道料理。
」

到整个芋头到芋心滋味的均匀分布，

足。
」曾经造访芋棒店舖的男性们，

一般而言，在料理时不会将软硬

而乾鱈鱼也相当软嫩。调味部份，刚

相信你们听到这段话也会赞同吧！

相异的食材放在一起炊煮，若没有分

入口时虽感觉到稍甜，但一入喉后就

别炊煮的话，
原本柔软的食材会煮烂，

可以感受到甜味消失的绝妙滋味。这

2014 May&June

经熬煮两天，慢慢融合在一起的海老芋与
乾鱈鱼并没有炖烂，而是呈现鲜艳的色
彩，其香味可促进食欲，成为生命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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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花板垂吊下来的红色纸罩灯
笼，由于非常可爱而受到女性的青
睞。椅子座位之外，内部还设置有
小和室与可以看见庭院的和室。

店内树龄已达两百年的椋木仍继续成
长，配合其生长打除墙壁使其继续耸
立。它的生命力非常丰富，和这个家
族一起守护传统的滋味。

的人生，北村小姐的丈夫原本是在一

赌上性命的事，
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

理的美味。可以肯定的是，以前曾造

京都这块土地有许多来自海外的

般企业工作的上班族。
「我真的非常

或许不会再次踏上这块土地所发现的

访店里的文豪们非常喜欢不加矫饰的

客人。以前人们不敢品尝海苔与大和

感谢丈夫，做为一个上班族，或许他

美味芋头的这种心念，是非常了不起

待客之道，数次来店里光顾。

芋磨成泥等料理，现在透过网路收集

从小就看见母亲工作的身影，也想过

是不了解经营店舖的辛苦，才会下此

的。一想到这件事，心头自然涌现感

某天自己也要从事这个工作。我非常

决定。感到非常幸福的是这个决定也

恩的心情。
」北村小姐不加矫饰，专

喜欢和客人的互动，因此大概适合服

获得丈夫家中的支持」北村小姐怀念

心对待事物的态度，或许是经常以感

务业吧！我也不是对其他职业没有兴

地说道。当时，照顾小孩到稳定的阶

恩的心情为根基。

趣，
学生时代时就曾梦想成为飞行员」

段后，每天又到店舖报到，渡过忙碌

北村小姐娓娓道来。以服务业的共通

的一天。
「一定会有感到压力的瞬间，

点来看，笔者脑中也浮现空姐这个职

但是在忙碌时就会忘掉，因为实在没

在问起待客之道时，北村小姐回

业。
但是，
北村小姐眼神发光地说：
「飞

有累积压力的閒工夫。
」因为从事自

道：
「没有什么特别的。首先，不对

当季节变换花开时，
野鸟佇立于中庭，

时代变迁加速时，透过了解京都的美

行员这个职业应该比较有趣吧！我喜

己喜欢的工作，
她把热情贯注在其中。

客人做自己讨厌被招待的事，对客人

一边欣赏圆山公园丰富的自然景观，

好、文化和历史，慢慢感受时间，如

做自己也喜欢被招待的事，我只抱持

在朝向庭院设置用餐的椅子席上，亮

此平稳地渡过每一日，我衷心希望能

所想所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先，

这个理念而已。
」若服务过头也会使

着红色的纸罩灯笼。

将时代保留下来的重要事物传达给各

所以我不是在做什么特别的事。现在

客人感觉不好，
因此不需要特别準备，

是个不管做什么都非常便利的时代，

可以让客人无压力光临的店舖，反而

龄已达两百年的椋木仍继续成长，配

但是，我认为以前到九州旅行是一件

可以让放松心灵，也可以慢慢品尝料

合其生长打除墙壁使其能继续耸立。

以女店主为业
「身为芋棒平野家本家的次女，

欢冒险。
」

秉承传统的决心
若要继承第十四代店主，必须要
有相对的觉悟。这个觉悟也卷入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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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意味着，珍惜祖先的

我的待客之道

佇立于圆山公园中

情报，可以享受各种日本食文化的外
国人逐渐变多。而且和食也已登录为

平野家本家位于祇园八坂神社的

世界遗产，对于拓展日本食物来说是

东边，以垂樱著名的圆山公园中。穿

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对

越横跨在小河上的小桥后，有一栋数

平野家本家来说，并非意味着要做点

寄屋建筑融入公园的一景。

新变化。而是「继续传承至今不变的

玄关旁有历史文物春日灯笼，每

这里还有设置其他座位。店内树

味道，心繫一如以往的待客之道，在

位。
」今后，北村小姐也将继续守护
传统的滋味，
等待着造访此处的人们。

DATA
605-0071京都市东山区祇园圆山公园内
（八坂神社北侧）
TEL 075-525-0026/075-525-0004
营业时间 11:00-20:30（最后点餐时间20:00）全年
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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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日本料理
在这里，有始终坚持料理本份所完成的味道

持续追求
卓越料理的自负
东京 青华小林
青华小林是一间每天只接待 8 位
客人的日本料理店。每天，只靠
老板一个人经营的店内，必须不
断思考如何呈上适量的最佳菜餚。

店里仅有 4 个座位的吧
台与一个 4 人桌椅。摆
设于架上的餐具，充满
着许多陶艺家特製作
品，显示店主的情怀。

以成为靠一技之长生存的
厨师为目标
曾经，有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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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偶然瞥见九谷烧的餐盘！得知这

容易的一件事，除了从少数收入中筹

双巧手的他以日本料理厨师为目标，

是第四代须田菁华的作品，此作在继

措资金，
也难以融入那个世界的氛围。

意地向一位常客提及未来的梦想后，

人。仅靠自己一人打理全部，8 个人

而后，每天过着紧握菜刀，全心贯注

承传统的同时，在端正的餐盘上也绘

虽然如此，当时的小林还是一个一个

对方介绍了一间可入手的物件 ；在厨

大概是极限了。
「与客人面对面，藉

于学习烹飪的单调生活。

製具有现代感的花纹。
「这样的心情

慢慢买下来，心中默默想道，有一天

房前柜台可容纳 4 人，大约 10 坪的

由观察此人的用筷方式、用餐表情，

还是第一次，当时看到这个餐盘时就

要在店面以须田菁华的餐盘摆放料

店面，若在此摆放收集的餐盘，可以

才能供应自己满意的料理。当然，也

觉得非常漂亮，马上就想买下它。
」

理，因此，他继续在日本料理老字号

完美地融入这个小空间，而地点与环

可以说我是以店面狭小当做借口 ( 笑

境也无可挑惕。于是，他决定要在这

)。
」总而言之，当时的小林是这么想

里开店，店名为「青华小林」
，
「青华」

的。

歌曲，内容是「厨师是一匹狼，靠着

「同学们都是拥有相同目标的竞

不断修业，只能借着烹飪技艺生活在

争对手，在互相切磋琢磨之际，担心

这个世界」
，在强调严酷修业的另一

自己没有任何优点就会生存不下去，

面，也意味着只要技艺纯熟就不必为

内心实在无法平静下来」
，一直以来

是一个约二十岁的年轻人，参加一位

生活担忧。思考到这点的小林，在高

这样渡过烦闷日子的十几岁青年，有

著名陶艺家的展览买下餐盘绝对不是

2014 May&June

晚餐的预约设定为一天 2 组客

中毕业后决定进入餐饮学校，拥有一

虽然被这样的餐盘吸引目光，但

「吉兆」修业。

寻觅到一间小而整洁的店面

有一天，转机突然来到。他不经

当然是来自指引自己的须田菁华。

2014 May&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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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色彩使视觉丰富，
严选素材使味觉叫好

为增添香味，在碗中加添柚子，其香味连同汤汁的蒸气
一同飘入鼻子深处。

极具份量的清蒸鲍鱼丰满、松软，搭配新绿的山葵，飘散着美好滋味。

正因料理之道的深奥，
才能显现创作的价值

使用这个食材」时，
不但要确认味道、
顏色、光泽、弹性，也考虑下刀与食
材的剖面等细节。

日本料理富有充实与多样性的因

除了味觉之外，乐于享受视觉、

素，在于四季分明，随时可以品尝到

嗅觉、触觉也是日本料理的魅力。以

富有季节性的山、海食材。由于食材

筷子挟起料理时的期待感，入口嚼碎

的多样性与善用这些食材的工夫与技

时舌尖的触感与在口中扩散时的滋

术，经过长年累月的累积，确立了日

味，甚至连烤好的鱼皮绽开与碗里的

本料理的技法，在这样的历史中，也

食材相互摩擦的声音，都是组成享受

培养出日本人独有的味觉。

料理的乐趣之一。
「食材的色泽与餐

「例如『甜辣』与『酸甜』等口味，

具的组合亦可刺激视觉，使客人感到

是融合复数的味觉，
以单一味觉呈现。

美味是需要下工夫的」
，例如花工夫

另外，尽管人会把苦味当作毒无法接

切下柚子皮当做小摆饰也是日本料理

受，但有时也会感觉到『苦』与『苦

不可欠缺的一个演出。

作为所有菜刀基本功的削皮，以大拇指腹保持均一的厚
薄度，细心地将菜刀包覆其中。

涩』的美味。将这些味觉再度呈现即
是日本料理的深奥之处，也极具创作

日本料理的关键―汤汁

价值。
」以纤细的心灵创作可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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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味觉的料理，以这样的料理招待

「每天都有许多食材送到店内。

客人，使客人更加喜悦一事，乃是身

在日本料理的舞台上，
从主角到配角，

为厨师的小林之自负。因此，他对于

总是有许多食材登场，虽然有许多无

食材处理也相当细心，在思考「如何

法站上舞台，但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

2014 May&June

将削皮后的红萝卜与白萝卜一起切细，交织一起放入碗
中，此时，红白的色彩不仅美丽，而且极为鲜艳。
仅提供每一个月半更新一次的套
餐。三道前菜的餐具极为美丽，
映衬出这些料理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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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地处理严选的鱼货，以叉子刺穿再以炭火烧烤，炭火香味
与表皮香味融合为一，发出劈里啪啦的声音。

2009年开幕至今 1 年半，获得米其林的
一颗星评价，隐藏在静謐住宅中的一家
店

食材。
」其中之一，即是日本料理味

「便利口味」所招致的危机

味成分」的汤汁，一般萃取自昆布与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口味也随

中充满着受到万人赞同，无可非议的

追求卓越料理

的距离 ；在季节初始，藉由和客人聊
起所喜欢食物的產地与相关的回忆

在小林的料理人生中所知悉的其

等，就能了解这个人的成长环境与生

中一件事是「真正美味的食物，在世

活态度，即使好几年才见一次面，只

便利商店的便当除了口味的均一

上是寥寥无几的」
，因此，这间店所

要再次来到店里，就能想起这个人的

「小时候因为没有便利商店，因此只

化之外，里面还放有可长保新鲜的防

追求的即是此道。由于採购食材是透

喜好。
」刚开店时当然充满不安感，

再运上陆地挑选，将称为「节」的船

知道『妈妈的味道』
，妈妈不是料理

腐剂，小林担心的是，孩子们如果从

过可以信赖的筑地市场中间人，因此

因为都没有经费可以打广告，只能依

形固态物体进行汆烫，再将汆烫过的

专家，作菜时偶尔会失败，因此，我

小就吃这种便当，味觉也会衰退。小

完成以鱼为主角的菜单。
「透过比自

赖来店客人的口耳相传，而且提供的

「节」晒干之后烟燻，各个作业程序

也有确实感受到菜餚难吃的经验。
」

林说道 ：
「方便、简单就好 ；相较于

己更透彻了解食材的行家，入手严选

菜色价位都是偏高的。

鰹节
（干）
。
在製作一个食材的过程中，

之改变虽是正常的，但是，小林认为

关系到许多人的加入。

便利商店的「便利口味」存在着危机。

例如，鰹节是由渔夫捞获柴鱼，

口味。
」

开幕以来已经 1 年半，获得米

都由专业的料理人进行。最后，将完

为了辨别美味，去感受食物难吃

贵的东西，选便宜的就好 ；相较于特

过的鱼货，随之提升料理的品质。
」

成以上程序的鰹节，静置于仓库使之

的经验也是极为重要的，藉由这样的

别的东西，选马马虎虎的就好，不能

如此一来，完成使客人叫好的一道菜

其林的一颗星评价以后，预约更为困

成熟，汤汁的一个材料就需要如此多

经验，可知晓食物的各种滋味，拓展

让这些感觉变成一种习惯」
。

餚 ；这道料理不仅呈现美观，也兼具

难了。
对美味的坚持获得来客的共鸣，

的工夫。

味觉的范围。
「只要拜托妈妈做便当，

份量，而食材的厚实滋味在入口的瞬

这样的共鸣也确实更加扩展开来了！

间，能使内心更丰裕。

青华小林是拥有端出美味料理自负的

38 岁的小林，是小时候便利商

不论她有多忙碌一定会做个饭团，但

店不存在的最后一个世代。他想提升

「UMAMI」表示，
渐渐为大家所熟知，

是，现在却非常容易地就能买到菜色

在自己之后的年轻世代对于食物的意

「一旦入口美味的料理，不仅能

亦是世界各地的人们肯定日本料理丰

丰富的便当，听说也可以看到带着便

识，这也意味着，他想维持日本料理

刺激五官，也能使身心解放，似乎还

富口道的证据。

利商店便当前去远足和参加运动会的

的优点，将之流传到后世。

能加深与来店客人之间的交集。自从

鲜味这一词汇在国外以

孩子们。这个问题在于，便利商店所

18

贩售的食物是没有难吃的，但是也没
有达到特别好吃的程度，这是因为其

道的基础
「汤汁」
，
也就是所谓内含
「鲜

2014 May&June

一个人开店以来，缩短了与客人之间

一间店。
DATA
青华小林
由于店家的意愿，在此不公开地址与电话号码。

2014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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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盛开时，环绕着春天的香气
淡春色的鯛鱼慕斯上菜

美味日本料理
以奥古斯都．爱斯克菲尔之哲学为基础的正统滋味

将四季风情盛放于
一盘料理的感性
东京四季椿山庄饭店 CAMELLIA 餐厅 主厨 丹尼尔・帕克
自 2011 以来，在东京四季椿山庄饭店 CAMELLIA 餐厅中担任主厨的丹尼尔・帕克先生，在
可眺望日本庭园四季的环境中研发出新口味，创造 CAMELLIA 餐厅的独特口味。接下来，我
们将请教来日 40 年的帕克先生如何研发出善用日本风情的法式料理。
摄影／菅洋介

20

2014 May&June

撰文／ JQR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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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尝试和食拓展的味觉，
成为新法式料理的提示

以河津樱、寒緋樱的开花为始，到染井吉野、八重枝垂樱凋谢的春天时期，以约20个品种、120株樱花争相竞艳的东京四季椿山庄饭店。在这 6 周期间，从CAMELLIA
餐厅往外眺望庭园乃人生一乐事。

憧憬日本，
于 40 年前来日发展

有七次进行套餐菜单的更新，更新的

们也遨翔来去，似乎正以 500 年的

速度极快。在开发菜单时最重要的是

历史自夸。其中，帕克特别感受到樱

使用当季的食材，感受季节的变化，

丹尼尔・帕克生于法国布列斯，

花与萤火虫所带来的共鸣。帕克的料

帕克积极採用日本独有的食材。东京

在生涯发展中，
从步上法国料理之路，

理虽是法式料理的正统，但是在桩山

四季椿山庄饭店内有许多重视日本传

在 1972 年历任巴黎「马克西姆餐厅」

庄的丰裕环境中研发料理时，更能启

统的活动，帕克也学习这些仪式，了

(Maxim's) 的助理厨师与第二主厨，

发感性，于是，他开始思考或许可将

解传统，并且对于为了参与仪式而来

同时，他也在巴黎与一位日本女性相

这样的日式风情融合在料理中。

的客人尽心尽力，这正是他的待客之

遇并结婚，1976 年为担任银座「马
克西姆巴黎餐厅」
总主厨一职而赴日。

将庭园点缀成淡桃色的樱花映照

道。

在蔚蓝的天空，看到这样景色的人们

菜单的料理一旦上桌，转眼过了

原本在帕克的印象中，全日本人

心情也会变得开朗。对比于日本人看

一个半月后，又必须开始研发下一个

皆穿着和服，还有武士的存在，对这

到樱花所感受到的「纷纷飘落的无

菜单，这件事每次都让帕克非常伤脑

样的他来说，
银座的光景极具冲击性。

常」
，帕克却沉浸于「盛开于此时的

筋，另一方面，他又喜悦地说道：
「一

回想当时的情景，他说 ：
「当时，对

存在感」
，此时，在法国时无法感受

旦脑中浮现期待新菜单的客人笑容，

于日本近代化的街景感到非常惊讶，

的心情渐渐萌芽，于是他开始思考将

我就会感到无限幸福」
。

所到之处大楼栉比鳞次，也有许多穿

这样的感动表现在料理中。仔细地将

着西装的人们」
。2011 年时，他正

百合根压成樱花花瓣的形状，再将绿

所做的一般和食，包括味噌、纳豆、

担任东京四季椿山庄饭店的法式餐厅

色部份染成樱花色，拥有一双巧手的

梅干和白饭，以味觉感受法国所没有

帕克先生，就此完成独特的「春」之

的特色，从而接受这些料理。如同帕

鸡的品种之一─布列斯鸡的发源地，

国料理双方的味道 ；在思考配合日本

料理。

克藉由尝试这些和食来拓展对食物的

从小就吃了许多母亲所做的鸡肉料

酒的法式特别菜单时，即惊讶于两者

视野，他希望日本人也能透过自己的

理。在日本，提到「鸟肉」一词通常

的相融性。他在追求法式料理精髓的

料理拓展其视野。

是指「鸡」
，但帕克拿手的鸟肉料理

同时，也融入日式食材的感性，以此

除了鸡之外，也包含鸭、山鸡、鵪鶉

成就一道新法式料理的口味。

「CAMELLIA」主厨。

日本庭园风景刺激感性的
产生
从餐厅的窗户向外眺望的日本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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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非常出色，盛开当季的花朵，群鸟

2014 May&June

研发配合当季的菜单
在 CAMELLIA 餐厅中，一年约

帕克的家庭料理大部份是由妻子

料理滋味取决
于汤汁与酱料
帕克所生长的法国布列斯地方是

等等，使用各种酱料引出肉的鲜甜，
如同日本料理中汤汁的甘甜，在法式
料理中酱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帕克有时也会尝试融合日本与法

DATA
东京都文京区关口 2 -10-8
電話 ：03-3943-5489（ 9:00～21:00）
官網 ：http://hotel-chinzanso-tokyo.jp/
公休 ：全年无休
营业时间 ：午餐11:00～15:00（最后点餐时间
14:00）
晚餐17:00～22:00（最后点餐时间20:00）

2014 May&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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