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6

15 年
0
2
次松阪肉牛共进会（评选会） 月 22 日
11
7点
～召开

决定日本第一
松阪牛的那一天
日本名牌肉牛为数不少，而位于其顶点的，则是松阪牛。特别是兵库县但马，

淡路地区所产的喂养了 900 天以上的黑毛母和牛，被冠以“特产松阪牛”的美称，与众不同。
在每年 11 月会召开评审大会“松阪肉牛共进会”
，
2015 年共有 50 头威风凛凛的肥美肉牛参赛。而经过 2 小时的严格评审之后，饲养天数
1007 天，体重 686 公斤的“桃宫号”
，
夺下了第 66 代女王的桂冠。
构成 /JQR 编辑部 摄影 / 内藤 SATORU

在众多观众的注目之下，被叫到编
号的肉牛，从等待的帐篷前往评审
会场。每头都是养殖农户精心养育
的肥美肉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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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入迷！价格惊人！！味道更是不在话下！！！

被誉为最顶级和牛的“松阪牛”
是既美丽又美味的肉中艺术品
日本有超过 200 种以上的品牌牛，互相竞争品质。
其中被称为“三大名牌牛”的则是“松阪牛”，“神户牛”，“近江牛”此三种。
其中之一的“松阪牛”，是由养殖农户在仅数头的规模之下，细心呵护喂养长大的。
在此为您介绍其魅力所在。

每头都是毛色漂亮且精壮的肉牛
一字排开的景象可谓壮观

采访撰文 /JQR 编辑部 摄影 / 内藤 SATORU

为高级百货公司而广为人

作 知的东京伊势丹新宿店，

母和牛，以及登录于记载了血统，

购物人潮涌动热闹非凡的地下一

阪牛个体识别管理系统”等条件，

楼美食街，摆放着各类熟食，便

才能被称为“松阪牛”
。
“松阪牛”

当，干货与日式西式甜点，以及

可谓是日本人憧憬的肉品，是只

日本各地名产与世界各国的珍

有在特别庆祝的时候才能品尝到

肴。占据生鲜食品区一角的肉铺

的美食。而事实上，
“松阪牛”

冷藏柜，
沿着通道，
长达 20 多米。

内还有“特产”这一分类存在，

一路看着各家品牌肉的招牌漫步

但并不为一般人所知。

而行，便可以看到高挂着“松阪
牛”招牌的专卖店。只专卖一种
名牌牛肉的肉铺，就笔者所知，
也只有这里了。坐镇在冷藏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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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出货，物流等信息的“松

出生于兵库县，经过长期饲
养的“松阪牛”才能称为“特
产松阪牛”

松阪牛的特征是味道醇厚的瘦肉与入口
即化的优质脂肪。

样一只一只精心照料管理的话，
一家养殖农户是养不了太多头牛
的。
而另一个条件是“生于兵库
县的小牛犊”
，只有满足这些条

的是，颇有气势的大块莎朗松阪

饲养肉牛的养殖农家，通常

牛肉，可以看到细腻的牛脂布满

将买来的小牛犊饲养了 600 天

其成交数目，仅占所有松阪牛的

在鲜红的瘦牛肉上。还摆放着腰

左右后发货。而“特产松阪牛”

4% 左右，是一年只有 300 头不

臀肉，肩内肉，臀骨肉，腰肉等

则还要多饲养 10 个月之久，饲

到的极其稀少的肉牛。

各部位，可谓是“牛肉美术馆”
。

养时间达到了 900 天以上。也

这家专卖店只销售 A5 等级的松

就是说，让已经足够肥膘的肉牛，

家畜商将在和歌山被调教过的但

阪牛肉，而且是加工熟成肉，所

在存活期间进行熟成。当然，对

马产牛犊带到此地，做为农耕牛

以价格可说是惊人的高。顺带一

于养殖农家来说，多出来的这段

使用，而将工作 3~4 年后退役

提，最高级的莎朗牛肉价格是

期间，需要背负着极大的风险。

的肉牛，再饲养 1 年左右后，作

100 克 10800 日元（含税）
。即

肉牛有可能会厌食或受伤，还须

为肉牛出售。也因为有这样的一

便如此，那庞大的肉块也每天都

防备患上脂肪硬化的脂肪坏死症

段故事，
“松阪牛”一直走的是

在变小，仅仅数天便换为新的一

等疾病。他们比起一般的养殖农

与经济效率无缘的道路。

块。

户，更需注意肉牛的身体状况管

“松阪牛”是非同寻常的品

理，天气好的时候，还须将牛带

牌牛。须满足在三重县内指定区

出牛舍散步为其刷毛等，从早到

域内饲养，没有生育经验的黑毛

晚都要悉心照料肉牛。而要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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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才能被称为“特产松阪牛”
。

追溯松阪牛的历史，是当年

在评审会场上并排而站的肉牛们。为了确实
分出优劣，肉牛会进出会场数次。而在漫长
的等待中无事可做的养殖农户们，是否会回
忆起养大这头牛的点点滴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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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阪牛个体识别
管理系统
购买的松阪牛肉可利用“松阪牛
个体识别管理系统”获取详细信
息。

首先确认“松阪牛标签”上记载
的 10 位数字。

日 入明治时代以后。明治 5

入口即化的口感”
。致力于研究

年（1872 年）明治天皇开始食

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三宅健雄先

用牛肉后，急速推广开来，为了

生说，松阪牛肉最大特点的“入

满足全国各地的需求，松阪地区

口即化”
，是源于内含的不饱和

做为优质肉牛产地，开始向县外

脂肪酸。

本人开始食用牛肉是在进

发货。
目前，
“松阪牛”由以生产者
团体的“松阪牛协议会”为首的

接着登录三重县松阪食用肉公社
的 官 网（http://www.mie-msk.
co.jp）
，在“查询牛肉个体识别
号码”栏内输入标签上的数

字，画面便会出现“个体信息”
，
“农户信息”
，
“屠宰及发货信息”
等内容。

其美味所在的，便是三重县畜产

美味的理由在于不饱和脂肪
酸与肌苷酸

几个相关团体，进行品牌管理，

“不饱和脂肪酸的熔点低，因

贩售的店铺也多为松阪肉牛协会

此肉质变软，油脂也入口即化。
”

的会员。售肉店的店内会高挂着

三宅先生说，饲养时间每多 1 个

“协会会员证”或“松阪牛肉指

月，不饱和脂肪酸便会增加约

定销售店证”
，冷藏柜中陈列的

0.5%，因此饲养较久的“特产

肉品前也放着“松阪牛标签”
，

松阪牛”的肉质，更是特别柔软。

这标签便是牛肉的证明书。对每

其油脂即使冷藏后，也如耳垂般

一片牛肉都进行严格管理，是为

柔软，在常温下更是会变得透明，

了防止廉价肉被伪装为“松阪牛”

也因此很难拍到红白分明的照

销售给消费者。

片。

作为防伪措施，三重县松阪

“特产松阪牛如果没有经过冷

食用肉公社在 2002 年 8 月，在

藏就拍照，是照不出红白分明的

日本首次引进了“松阪牛个体识

霜降纹理的。而照片看上去也会

别管理系统”
。饲养的松阪牛会

有点油腻感觉。
”和牛的香味也

分配到一组 10 位数字进行登记，

是随着饲养时间的增加，而越发

从生产农户到屠宰，物流进行统

浓郁，甜味也是如此。美味成分

一管理。消费者只要登录相关网

的胺基酸与肌苷酸不可或缺，但

站，输入“松阪牛标签”上的

令人惊讶的是，
“特产松阪牛”

10 位数字，便可通过“松阪牛

有内含有胺基酸的比例偏低，而

个体识别管理系统”得知肉牛名

肌苷酸偏高的倾向。

称，出生年月日，出生地，饲养

在等候区的巨大帐篷下，肥美的“特
产松阪牛”齐聚一堂。养殖农户与参
加竞拍的业界同行们，先开始目测鉴
定，看哪头牛的外观较佳。

该研究才开始不久，尚处于

地点，追溯到上 3 代的肉牛名称，

收集数据的阶段。但相信不久的

以及养殖农户与饲养天数等信息

将来，应该可以通过科学方式证

（参照左侧说明）
。除此以外，还

明“特产松阪牛”的美味秘密。

记载了屠宰日期，出货日期与销
售肉店的住址，电话等信息，可
说是确保了购买牛肉安全的安心
系统（仅日文版）
。
如此维护“松阪牛”品牌的
理由，除了其美味之外，更无其
他。而松阪牛美味的关键在于
“细
腻的霜降纹理与柔嫩肉质”
，
“浓
郁甜美的香味”
，
“脂肪熔点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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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员共有 6 名，由于冠军与亚军的
竞拍价格差距高达 1000 万日元以上
（第 66 次共进会时的价差为 2600 万
日元）
。为了做出无论是谁都毫无异议
的说明，评审员在认真地评选肉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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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地夺下冠军，满面笑容的北村幸成先生。因为今年（2016 年）5 月在三重的伊势志摩将召开 G7 高峰会，桃宫号也以 3310（高峰
会的日文谐音）万日元的高价被竞拍下。

获得“松阪肉牛共进会”冠军可谓是极大的荣誉。从颁奖典礼到竞拍活动，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而随着竞拍价格提高，庆祝的
鼓掌声也此起彼伏。

每 会“松阪肉牛共进会”。松

让人伫步不前的魄力，但眼神却
温顺纯朴。据说牛有着与其外表

评审员忙碌地在肉牛间走来

获得冠军是极大的荣誉
在众目睽睽下，严格进行评审

阪农业公园 Bell Farm 会场里，

不符的胆小性格。的确如此，帐

走去，并从 360 度各方向审阅

不仅挤满了松阪当地的观众，还

篷内拴着 50 头肉牛，却是想象

肉牛。有时还会蹲下来从下方查

三宅先生说道。
“那个价格”指

有来自邻接的津与伊势地区的众

不到的寂静。

看，这是为了检查肚子附近是否

的是什么？就是竞拍价。冠军与

评后，参赛号码 15 号“桃宫号”

上 上 的 价 格 不 停 变 动。 随 着

年 11 月召开的松阪牛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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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肉。
”

“ 因 为 这 关 系 到 那 个 价 格。
”

身为审查长的三重县畜产研究所

了 12 点开始的颁奖典礼，并给

主任研究员冈本俊英先生，拿起

予获奖者们祝福的话语。接着便

了麦克风。

是下午 1 点开始公开竞拍。竞拍

众人屏气凝神。在详细的点

者的声音此起彼伏，电子告示板

多观众，是一大农业盛会。去年

9 点，评审开始。扩音机叫

有伤口或皮肤病。就连脚部内侧

亚军的差距非常之大。顺带一提，

的名字被读出来。会场内响起巨

“3,700,000-”，“3,800,000 -”，

（第 66 次）的预赛上共有 88 头

到号码的牛，由其饲养的农家牵

的些许肿胀，也逃不过评审员的

本次冠军的竞拍价为 3310 万日

大的声浪与欢声，桃宫号和饲养

“3,900,000 -”，“4,000,000-”

参加，有 50 头进入正式评选。

往评审会场。评审员 6 名，加上

火眼金睛。

元， 而 亚 军 只 有 671 万 日 元，

者北村幸成先生，瞬间被记者们

等价格打出，会场不时涌起片片

通过公正的评审，从养殖农户花

助手 6 名，评审团共有 12 名成

第一次评审结束后，肉牛会

价格差距为 2639 万日元。几乎

包围，开始接受提问。

掌声。在平成 14 年（2002 年）

费 3 年心血养大的，足以自豪的

员。首先鉴定的是肉牛的体格大

先回到帐篷内，过一段时间后再

是 15 头一般肉牛的价格。因此，

特产松阪牛当中，选出这一年的

小，身体的平衡，毛色及脚关节

被叫出来，这次是将几头牛一边

评审必须公平公正。

女王。

紧实度等项目。担任副评审长的

比较，一边来评定优劣。并排后

上午 7 点左右，肉牛们陆续

三重县畜产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三

比较，再改变排列顺序，再比较。

到达会场，进入了等候区的巨大

宅健雄先生解说道 ：
“这原本是

帐篷里。每一头体重都在 650

开始于昭和 24 年（1949 年）

的“松阪肉牛共进会”上，获得

的“松阪牛肉共进会”
，可说是

冠军的肉牛拍卖出了 5 千万日元

特产松阪牛养殖农户的大日子。

的高价，可以说是凝聚了松阪牛

上只剩下优良的松阪牛。其差别

所有的养殖农家都为了在评审会

品牌精神的一大盛事。

评审员们为了鉴别出肉牛之间细

已到了非专家无法分辨的程度，

上获胜而努力不懈，这也是特产

繁殖牛的评审标准，就是要有带

微的优劣差异，不厌其烦地反复

所有的养殖农家都手里捏着一把

松阪牛之所以能维持其极高品质

公斤左右。巨大的牛角，严肃的

有适当肌肉的健康身体，而理想

比较。

汗，静静地等待评审员们讨论结

的原因。

表情和庞大的身体，浑身散发着

的养殖牛则是在此基础上加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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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评审的进行，评审会场

束。似乎意见已经得到了统一，

三重县知事与松阪市长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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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合计共获得 8 次冠军！

养殖农户的传奇人物

［久保巳吉先生・栃木治郎先生］

两人所述的肉牛之事

了。要真那样的话，会很难过。

J ：有什么让不吃的牛继续吃的

总感觉有些害怕。

J ：肉牛挺大的呀。

方法吗？

栃木：牛虽然体型大，但很敏感。

久保 ：但其实很敏感，如果换厩

栃木 ：要硬喂的话有风险。通常

小牛刚来的时候，都会怕人，但

松阪市饭南町深野地区，是以松阪牛发源地而为人所知的小山村。
长年在此地养育松阪牛的高手传授优质肉牛的饲养方法。

房的话，也会不吃东西呢。

会喂它喝些啤酒，等它自己恢复。

过 3 个月之后，就会和人很亲了。

J ：您养了这么久的牛。回想起

去年也有一头觉得养得不错的

跟狗一样，走到哪跟到哪儿，很

来是什么感觉呢？

牛， 在 9 月 达 到 了 670 公 斤，

可爱的。

久保 ：我从 12 岁开始，已经养

但突然不吃饲料，就瘦下来了。

J ：对于市面上对松阪牛的高度

构成 /JQR 编辑部 摄影 / 盐川真悟

喂了。喂饲料的方式每个人都不

他命，就会不吃饲料。

了 70 几年了。如果讨厌的话，

J ：这样的牛就没办法在评审会

评价，您怎么看？

一样，有稻秆切得比较长去喂的。

J ：也会给肉牛喝啤酒吗？

就不可能每天都这么早起来了。

获胜吗？

栃木 ：因为自己是名牌牛而翘鼻

切短一点的话，吃的量则会比较

久保 ：啤酒是为了促进食欲，能

早上牛能吃饲料的话就放心，吃

栃木 ：没办法。那头牛的食欲一

子是不行的。其他县为了赶超松

多。

正常吃饲料的话，就不给牛喝。

剩了的话就担心。牛生病的话，

直回不来，这样的话，10 月 24

阪，正在不懈地努力学习着呢。

J ：不管煮或不煮，还是一样能

J ：养牛有趣吗？

有时就铺个席子和牛一起睡。应

日的预选都没法参加，虽然可惜，

J ：以个人能力所及范围来说，

养大，对吗。

久保 ：有趣啊。每天早起，一有

该是因为喜欢，才能一直这样做

但最后还是决定卖掉。称了一下，

能养几头牛呢？

久保 ：一样的。养大了一些后，

空就把牛带出牛舍，带到温暖的

下来。

结果瘦到了 620 公斤，一个月

栃木 ：30 头应该还行吧，这就

久保巳吉先生

就开始会喂蒸过且压扁的麦子跟

地方刷毛。看到它长大肥美，是

就瘦了 50 公斤呢。还好肉质还

是极限了。需要懂牛的人，至少

深野地区最年长的现役养殖农户，86 岁。
共获得 5 次松阪肉牛共进会冠军。

玉米了。

最高兴的了。如果饲料没吃完的

不错，被东京的百货公司买走了。

每天都各查看上一次才行。也有

J ：有什么能夺得共进会冠军的

话，也会想着为什么今天不吃东

J ：饲养期间长，也有很大的风

过一口气养了 200 头牛的农户，

牛生病时，曾因放心不下而
一起睡过

独家饲养方法吗？

西啊，等等。

险呢。

但我还是觉得那还不如改为养

久保 ：我是不太清楚啦。总之选

J ：饲养的牛获得评审会冠军应

栃木 ：兵库县产的肉牛，1 天喂

150 头，数目少些，但能更精心

JQR 编辑部（以下简称 J）：挑选

很能吃的牛就对了。买进体型不

该很高兴吧。会产生感情吗？

2 次 2.5 公斤的饲料，共 5 公斤。

地喂养。

小牛犊的时候有诀窍吗？

错的小牛。3 年能一直吃，平均

久保 ：说的是呢，这样每天的生

特产松阪牛就要把这种兵库县产

久保巳吉（以下简称久保）：柔

能吃到 2 公斤左右的牛，就不错。

活都有奔头。毕竟是有生命的生

栃木治郎先生

的小母牛养上 900 天。而九州

深野地区的现役养殖农户，83 岁。共获得
3 次松阪肉牛共进会冠军。

产的牛，
1 天喂 10~12 公斤饲料，

软的牛犊。皮肤柔软的，太过僵

但如果停下来不吃了的话，就糟

物，在评审会获得冠军后，到

硬的小牛是无法养成好肉牛的。

糕了。

12 月 20 日的那 1 个月，养起来

J ：从牛犊开始就不一样了呢。

J ：不吃的话怎么办呢？

真的是很费心。不能不喂饲料，

久保 ：体型也很重要。背部线条

久保 ：先喂维他命，如果缺乏维

但喂太多，搞坏身体的话就糟糕

控制在力所能及的
数量内精心喂养长大

J ：肉牛根据产地，雌雄不一样，

和站立时脚踩地的感觉。驼背的

JQR 编辑部（以下简称 J）：对您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话，养不出肉。还有肘部也得是

来说，理想的小牛是怎样的呢？

栃木 ：饲料的话，应该哪儿都一

直的。我选择的都是这样子的牛

栃木治郎（以下简称栃木）：我

样吧。都是进口饲料，只有稻秆

犊。开始饲养时，为了要把胃弄

会选背部笔直，皮肤有弹性，脚

是国产的。进口饲料则是麦子最

大，会大量喂食饲料。不这样的

部瘦长漂亮的小牛。

好。

话撑不过 3 年。由于特产松阪牛

J ：重点是骨格和体型吗？

J ：除食欲下降之外，还有担心

得养 900 天以上，所以一定撑

栃木：还有肚子，胃大的牛能吃。

的事吗？

大胃。

J ：选小牛的时候有失败过吗？

栃木 ：还有夏季的大热天。肉牛

J ：饲料是什么？

栃木 ：每次当然都是精挑细选的

在那时最虚弱了，苍蝇也容易冒

久保 ：通常不喂太好吃的，稻秆

小牛，但有好几次都是养到 700

出来。为了不累积沼气，牛舍每

跟牧草吧。

天左右的时候，突然出状况。多

天至少都得清扫一次。还有就是

J ：稻秆是煮过的吗？

是腹部的脂肪累积起来后，就开

生病，发烧的牛从脸就能看出来。

始不吃东西了。

J：
牛因为体型庞大，靠近的时候，

久保 ：以前也煮过，现在都直接

12

20 个月就长到 750 公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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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空闲便会给牛刷毛的久保先生说，与牛一同度过的时间是最开心的。

饲养方式都不一样呢。饲料方面

带牛出门散步的栃木先生。为了让肉牛
不累积压力，保持牛舍清洁是每天必做
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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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松阪牛的特徵是其柔嫩的
肉质与细腻的纹理。但由于其
脂肪的熔点偏低，从冰箱取出
后，过没多久脂肪便会开始融
化流出，因此很难拍到红白分
明的照片。这也是判断肉质时
的难点。

当地老牌肉店所叙的极品之缘由

美味的松阪牛，归功于
不惜劳力饲养肉牛的风土民情

松阪牛养育在仍保留了自然风
光的闲静山间。清新的空气，
清澈的流水，都是养育美味肉
牛所不可或缺的。而松阪，则
正是满足以上条件的恰好地
方。

和牛已是被世界所认可的食材。其中“松阪牛”又以其霜降雪花般肥瘦相间柔滑细腻的肉质，
以及甘甜且低熔点的脂肪，独具魅力。
我们请肉店“丸中本店”的中村社长，为我们分析了松阪牛美味的原因，并介绍其品尝方式。
摄影 / 盐川真悟 采访撰文／中井 SHINOBU

松 的山丘与伊势湾所包夹的

人给肉牛喝啤酒，或在牛身上涂

平原。江户时代曾隶属于纪州藩，

过各种尝试，以创造出口感更佳

是辈出伊势商人的商业之城。而

的肉质。

阪市座落于被邻接奈良县

松阪受惠于其地理位置，自古就

那么，被誉为“日本三大和

盛产丰富的山货，海产。进入明

牛”之一而备受欢迎的“松阪牛”
，

治时代后，从贩卖退役的农用牛

它的味道与其他和牛相比，究竟

起步，到现在成为饲养食用牛的

有何不同呢？“最重要的就是牛

名产地。

脂的甜味。由于其熔点低，入口

松阪牛一举成名的契机，是
因为在昭和 10 年（1935 年）东
京举办的“全国肉牛畜产博览会”

即化。再加上肉质细致，光滑柔
软。
”
正如其言，松板牛一入口，

丸中本店

中村太社长

味的山间涌泉水来喂养肉牛。中

上获得“名誉奖”
。自此之后，

便可感受到肉质的鲜美，而随着

村社长也谈到，为了能以合理价

松板牛就一直作为名牌和牛之

慢慢咀嚼，优质牛肉特有的香气

格供应上佳的好牛肉，也需要拥

首，守护着其美味与品质。中村

满溢口中。咽下之后，脂肪的甘

有自家养牛农场。

社长说 ：
“自开始饲养食用牛以

甜与牛肉的风味，轻盈融于口中，

来，松阪的养牛户多是家族经营

口感非常清爽。

的小农家，在牛舍里不会饲养太
多的牛。而饲养头数不多的话，
就能关注并精心饲养所有的牛。
”
中村社长还谈到，牛户们讲

14

抹烧酒，亦或是带出散步等，通

为了让客人能品尝到
松阪牛之味美
尽可能摆放最新鲜的牛肉

在这家农场生产着将兵库县

即使店内顾客挤得水泄不通，依然可以俐落地招呼顾客，并通过彼此合作快速应对的“丸中本店”的店员们。您也可不吝询问有关烹饪与品尝方
面的问题。

中本店创业于昭和 23 年

年轻时，却怎样也没有想要继承

产小母牛犊饲养天数达到 900

丸（1948 年 ）。 曾 在 松 阪 牛

天以上的“特产松阪牛”
，以及

肉专卖店“和田金”工作过的的

先生选择了进入一般公司就业，

顾客的提问，并传授各不同部位

将从全国严格挑选而来的小母牛

初代店主，立志要“尽可能便宜

也是因为怀疑“自己真的能当个

的烹调方式。在后厨，熟练的师

犊饲养 900 天以上的“松阪牛”
。

地提供优质牛肉，好让更多人能

肉铺掌柜吗？”而让他下定决心

傅们迅速地将牛肉切片，并摆放

肉店里除开销售主要的 A5，A4

品尝到”
，在战后独立开设了该

回老家接班的原因，是父亲的一

在店面。这充满活力的店内氛围，

家业的念头。大学毕业后，中村

粉丝了。
”
在店里，店员们热心地回答

究饲料使用，保持牛舍清洁，且

为了保持“松阪牛”原有的

等级（日本牛肉等级，A5 被视

店。身为第三代的中村社长 , 是

场大病。为了帮助身体欠佳的父

仿佛正是中村社长希望大家都能

注意减轻饲养牛的精神压力，在

风味，丸中本店从上一代起，就

为最高等级）的“松阪牛”
，还

看着这样的祖父与父亲的背影长

亲，他辞去公司工作，回家在店

品尝到美味“松阪牛”之心愿的

这样的悉心饲养之下，逐渐培育

和特约农场签下合同，以麦秆，

有黑毛和牛母牛的牛肉与其他熟

大的。因为从记时起便品尝着
“松

里 帮 忙。当 时，他 正 好 30 岁。

真实写照。

出了肉质极佳的肉牛。战后还有

麦麸及玉米等作为饲料，并用美

食商品。

阪牛”之美味的缘故，他对牛肉

中村社长笑着说 ：
“现在我倒成

的味觉，较常人敏锐许多。但在

了比任何人都热爱松阪牛的忠实

2016 vol.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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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不代表美味，知道如何选择适合
料理的肉品，更为重要

日下午，顾客们络绎不绝

某 地来到丸中本店。既有一
次购买几公斤松阪牛肉的大手笔
客人，也有购买可乐饼或炸肉饼
等肉类熟食菜来作晚餐的一道菜
肴的顾客。据说光是可乐饼，一
天可以卖出 2000 个左右。
“可乐饼与炸肉饼等熟食菜，
也都使用了松阪牛的碎肉，所以
非常美味。咬一口可乐饼入口，
便可品尝到浓郁的肉味。
”听完
此言之后，笔者也忍不住买了块

收到顾客订单后，立刻现炸的可乐饼。1 个 86 日元。上等可乐饼，则是 108 日元。

可乐饼，来大快朵颐。味道的确
与众不同。马铃薯带有滑顺的甜
味，而更明显的则是牛肉的香味，

喜烧或涮肉来吃。用做涮肉的话，

村社长仍热情地倾诉说，希望将

随着慢慢的咀嚼，肉味便满溢口

可以除去多余的脂肪，即使怕油

“松阪牛”这一名号，
传承至后代。

中。从没吃过这样肉味浓郁的可

腻的人也能食用。菲力（牛里脊）

日本丰富且充满特色的饮食文

乐饼。而且一个只要 86 日元！

肉与西冷（牛外脊）肉，则适合

化，想必正是被这样的热忱所支

难怪有人会一次买 10 个，20 个

做牛排或筛网烧烤。如果做牛排

撑起来的吧。

回去。

的话，量太少不好，要大块肉才

“100 克 要 价 3000 日 元 的

好。表面烤上色后，用铝箔纸包

夏多布里昂牛排，确实有其特殊

起来，放在盘中，慢慢地让热度

的美味，但这样的肉，不是每天

渗入其中。这样便能烤出肉汁不

都可以吃得起。高等级的肉，只

流失，又柔嫩多汁的牛排。只需

在想特别庆祝的日子品尝就好。

用盐调味，便足够美味，但也推

平常就用五花肉做烤肉，或是用

荐搭配芥末的清爽口感。大腿肉

牛绞肉做汉堡排之类的就好。因

等瘦肉部分，则适合做烤牛肉。

为即使是五花肉或绞肉，只要是

牛筋可做炖牛肉，牛内脏则适合

松阪牛肉，都非常美味。而体会

以烤肉的方式来品尝。
”

到了其美味之处，就能逐步了解
高等级松阪牛肉好吃在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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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疯牛病，口蹄疫闹得沸沸
扬扬的时候，曾经一度完全没有

那么，实际上，怎样的部位

顾客上门。而对于未来，也有跨

适合怎样的料理呢？中村社长解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

说道 ：
“里脊肉与肋肉适合做寿

不安因素的存在。即使如此，中

2016 vol.27

在网店也可购买到的丸中松阪牛咖哩，
1080 日元。里面放了满满的优质松阪牛
肉。

照片左方为负责肉品加工处理
的专务理事中村元先生，中间
为中村社长，右方为负责一般
事务的社长夫人中村智代女士。
光从气派的木制招牌，就可一
窥丸中本店的悠久历史。
2016 vol.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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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排

地元松坂で味わう

在松阪当地品尝美味

松阪牛 美食介绍
为誉为日本三大和牛之一的“松阪牛”，美味，但价格亦不菲。
在此为您介绍当地几家能以合理价格品尝到超值顶级松阪牛肉的名店。
摄影 / 盐川真悟丶高见尊裕 采访撰文／中井 SHINOBU

肉类料理西餐厅冈
:“我只用我自己
店 主冈勋先生表示说
精选的松阪牛肉。
”他还强调，重要
的是采购到符合他做的料理要求的肉品。使
用的牛排肉，要经过 20 天左右的自家熟成，
更浓缩了牛肉之美味。提供给客人烤牛排时，
通过重复加热与静置的动作来确认烤制火
候，同时还要把上桌后铁板的余热也计算在
内。餐刀下刀后，几乎感觉不到阻力的菲力
牛排，入口后静静地融化的同时，能感觉到
其浓郁的肉香。用磨碎的日晒盐调味的盐味
恰到好处，无需酱汁即可体会到极致的味觉
体验。

以日本酒火烧后，搭配黄油的菲力牛排（200 克），附汤，沙拉，面包或白饭，定价为
8000 日元（含税）
在东京的意大利
餐厅学习厨艺后，
继承父业成为第
二代老板的冈勋
先 生。 强 调 重 视
素材的本质。

店家资讯
松阪市内五曲町 115-20
电话 ：0598-21-2792
营业时间 ：11 ：00~14 ：20（最后点餐时间）
17 ：00~20 ：20（最后点餐时间）
休息日 ：周二，每月第二个周三

●寿司

寿司万
该 一家以伊势湾所产的海鲜为主，可品
店开业于昭和 26 年（1951 年）
。是

尝到当季最美味食材的寿司店。目前由第三
代与第四代店主来主掌店内事务。年轻店长
修一郎先生说 ：
“我们的松阪牛肉，都是从
信任的店家，每天进货。
”将肩肋之间可供
生食等级的新鲜 A5 牛肉稍微炙烧后，立刻
捏成寿司。刚好是入口即可感觉到脂肪融化
的绝佳温度。清爽的醋饭与芥末，更是衬托

特别推荐给符合以下条件的饕客

出其美味。
“牛肋肉卷”与“松阪牛肉汤”

想在松阪牛产地品尝正宗“松阪牛”的您

第四代老板近藤修一郎先
生。曾在大阪与海外寿司店
磨练过手艺，如今回到老家
“寿司万”掌厨。

等也很受欢迎，
“吃松板牛的寿司就要在这
家！”为了吃该店的松阪牛肉寿司而专程前

想在轻松的环境下享用美味的您

来的客人，也不在少数。

想要以合理价格品尝松阪牛的您
店家资讯

餐品价格除有特别标注外，皆为未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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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阪牛寿司，每贯 800 日元。用盐与山葵来品味肩肋间肉。

松阪市平生町 14 梦之树大道
电话 ：0598-21-1891
营业时间 ：11 ：00~13 ：30（最后点餐时间）
17 ：00~21 ：30（最后点餐时间）
休息日 ：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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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阪当地品尝美味

◎烤肉

◎寿喜烧

一升瓶 总店

兼具美味与香味的松阪牛

松阪牛美食介绍

KAMEYA

烤肉店从开业至今 54 年来，

“兼具美味与香味的松阪牛”

该 一直购买整头松阪牛，以将

以 作 为 宗 旨，该 店 自 昭 和 23

所有部位肉品以平易近人的价格提

年（1948 年）开业至今，只提供

供给顾客。该店的魅力在于，不仅

A5 等级松阪牛肉。除了寿喜烧外，

有霜降特选里脊肉，五花肉，还可

还提供牛排与牛肉汉堡排等西式餐

以品尝到被称为“梦幻内脏肉”的

点，可满足精通牛肉的食客们。电

柔软但厚实的小肠等新鲜度极为重

影导演小津安二郎与松下

要的内脏肉类。其味道的关键在于

Panasonic 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等各

开业以来传承至今的“独家秘传味

行业名人，均曾光临此店，由此也

噌酱汁”
。据说在开店当初，为了

可见该店实力。
“特选松阪牛寿喜

让客人品尝到当时还很少食用的内

烧”
，可品尝到带有美丽霜降雪花

脏肉类的美味，用味噌做底料调配

斑纹的里脊肉，切得厚厚的肉片，

了独家酱汁。根据部位不同，决定

可谓肉味十足。调料仅用砂糖与秘

切肉的厚度与大小，只有对牛肉知

传酱汁而已。入口即化的浓郁美味，

之甚详的店，才可做得到这一点。

让人只想再多来几碗。

也只有在三重县内开设了 12 家分
店的“一升瓶”
，才能保证每天都

女老板西村美纪
子女士。浓厚但
入口清爽的独家
密传酱汁，是一
子相传，只有当
家女老板才知道
配方内容。

提供这不变的新鲜美味，
。
大田雅元店长表
示：
“希望大家
能享用优质牛肉
各个部位不同的
美味。
”

DATA
松阪市京町 508-4
电话 ：0598-21-0109
营业时间 ：11 ：30~20 ：
00（可能会根据准备或食
材备货状况，而提早打烊）
休息日 ：无（可能会有临
时店休）

霜降牛肉的大理石般雪花斑纹，体现其优质肉质。最前为上等瘦肉（1450 日元）
，左为炙烧肉
（2300 日元）
，
特选里脊肉（2500 日元）
，
右上为上等五花肉（1750 日元）
。使用七轮炭火炉网烤，
可让多余脂肪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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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资讯
松阪市南町 232-3
电话 ：0598-26-4457
营业时间 ：11 ：00~22 ：00（最后点餐时间）
休息日 ：无

“特选松阪牛寿喜烧”
，1 人份定价为
9700 日元 ~2 万 1800 日元。图为 1 人
份 1 万 5800 日元的牛肉。精肉与脂肪
分布均匀，入口即化。先放入牛肉，接
着品尝蔬菜与豆腐，最后将肉汁浇在白
米饭上，便可毫无遗漏地品味牛肉之美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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