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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团餐产业大会将在郑州召开
我市企业参会与国内同行交流
本报讯（记者陈东明）为贯彻落实国务
院全国稳经济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着力保市
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进一步激发团餐企业
活力，突破认知和能力局限，引导团餐企业
恢复发展，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中国烹
饪协会将于 8 月 7 日在郑州召开 2022（第十
七届）中国国际团餐产业大会。我市锦泓酒
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等企业将参会。

据了解，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
“数字革新，
稳中求进”。会议将邀请政府主管部门领导
解读宏观经济形势和食品安全监管、
营养健
康的最新政策；邀请行业专家、知名企业围
绕安全的团餐、有温度的团餐、科技的团餐
和团餐新发展路径等话题进行分享。
同时，大会还将安排解读中国团餐数
字化报告、团餐与时俱进—中国团餐产品

趋势发展报告和“2021 年度中国团餐企业
百强及细分领域代表品牌”
“2021 年度顾
客满意的全国营养健康食堂”调研成果，并
到河南省相关龙头企业及针对特色产品进
行主题考察。
大会举行的同时，将举办 2022 中国预
制菜全产业大会暨中国（郑州）预制菜展览
会。

本报记者 张 璐

周刊

■寻味焦作

小小丸子大文章

①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日前在博爱采访时，
发现一家卖牛肉丸
子汤的早餐店十分火爆。
牛肉丸是博爱当地百姓很喜爱的一道
美食，在博爱已经形成一个产业，不仅在当
地十分有名，在郑州等外地市也是赫赫有
名，当地许多知名牛肉丸品牌每天需要往
外地发货，满足市场需求。一个小小的传
统美味，在焦作博爱人手中，以食材的精
致、制作的地道以及变幻莫测的神奇搭配，
创出了一个餐饮传奇。
其实作为传统餐饮中的一道大众美味，
丸子最能充分展示中国人在餐饮文化上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
简单来分有肉丸与素丸，
细
分则上百种也有。肉丸一般有牛肉丸、驴肉
丸、
猪肉丸、
羊肉丸、
鸡肉丸、
鱼肉丸、
虾肉丸、
蟹肉丸等；
素丸一般是用蔬菜或杂粮制作，
如
红薯丸、
豆面丸、
芹菜丸、
豆腐丸、
豆芽丸、
萝
卜丸等。
从工艺上分，
煎、
炸、
蒸、
煮、
卤、
水汆、
红烧、
烩等，
食用方法多样，
味道各不同。
在焦作，最知名的就是牛肉丸子和驴
肉丸子，其做法和吃法都很有特色。
博爱牛肉丸
在许多焦作人的早餐选项中，丸子汤
加上一张油饼或两个烧饼，是每天必不可
少的一顿美味。而在 100 公里外的郑州，
早上吃一碗博爱牛肉丸，喝一碗博爱丸子
汤，也是许多市民的最爱。
博爱牛肉丸的制作可谓历史悠久，据
传始于元、明时期，清朝开始逐渐发展，以
久煮不烂、个大肉鲜、汤肥味美、鲜香四溢
而深受人们喜欢，在晋、豫等地长期享有盛
名，近几年更是在郑州等地市打出一片天
地，形成响当当的博爱牛肉丸子品牌。
在博爱，随便找一条街逛上一圈，必定
有两家丸子店，店不大，却总是顾客盈门。
如果和老板聊两句，你还会发现，许多丸子
店的生意已经传承几代了。由此可见，博
爱牛肉丸在当地所受欢迎程度，与百姓生
活紧密相连。据了解，博爱制作牛肉丸子
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催生许多丸子网红
电商，特别是在大新庄，牛肉丸子生意更是
出了名，他们不但做本地生意，更是通过网
络和物流将博爱牛肉丸销往省内外，伊辉
酥肉丸子、老沙家牛肉丸子、拜师傅牛肉丸
等还被授予焦作名吃。
博爱牛肉丸受欢迎，
离不开博爱人制作
丸子时的讲究和执着。博爱人做牛肉丸，
一
定要选肥瘦均匀的鲜生肉，
然后洗净手工剁
成碎丁，
与普通家庭制作不一样的是剁得不
能过烂，否则口感不好、不筋道，吃不出肉
感。然后是洗萝卜，
剁萝卜，
最后将剁好的牛
肉、
萝卜搅拌在一起，
再加入盐、
清化姜、
香料
等搅拌均匀，
用手挤成丸子，
入油锅内炸熟。
炸丸子时一定要注意火候，这样才能
保证炸好的牛肉丸红中透着黄、黄里透着
红，色泽非常好看，诱人食欲。

①
博爱丸子一般分清油和牛油炸制两种，
汤味和口感都有所不同，
可以根据自己喜好
购买。若是买回去自己煮制，
还有个关键，
因
为博爱丸子质量好，
做得筋道，
煮制之前一定
要先将牛肉丸倒入冷水中浸泡几个小时，
然
后再煮，
这样做的丸子才好吃。
如果说博爱人在牛肉丸的制作上下足
了功夫，在吃法上更是充分发挥了聪明才
智。在博爱，人们会常见到不同吃法上的
奇妙搭配，除了传统的一碗牛肉丸配上俩
烧饼或饼丝外，还可以见到一种年轻人爱
吃的方式；牛肉丸汤里泡方便面。方便面
一般都是博爱当地出的豫竹方便面，要牛
肉丸时，需要专门告知老板一声，然后老板
就会在汤锅里下一两份方便面，随丸子一
起捞出。浓浓的肉汤，鲜香的肉丸，脆脆的
方便面，口感十分丰富。
在博爱，还有一种很过瘾的吃法，就是
将丸子、
小苏肉、
饼丝、
牛肉等煮在一起，
满满
一碗，
口感和层次更加丰富多彩。而这些看
似随意却又创意十足的吃法,正像博爱人对
牛肉丸子等传统美食的热情一样，
不但将牛
肉丸子这样普通的传统风味发挥到极致，
还
使这些传统美食不断融进新的创意和活力。
沁阳驴肉丸
在 312 省道焦作沁阳柏香镇路段，无
论白天还是黑夜，每天经过的大车司机都
会在路边的一家专卖驴肉食品的小店前停
一下，这里 24 小时营业。司机们还没进
门，就会大声招呼着老板盛上一碗热乎乎
的驴肉丸子汤，再来上两个烧饼，或将烧饼
掰碎泡在丸子汤里，或直接就着烧饼吃上
一碗驴肉丸子，喝上一碗鲜香的热汤，然后
打着饱嗝，心满意足地再次开车上路。
在这条仅仅 3 公里长的交通繁忙的省
道两旁，仅驴肉丸子店就开有几十家。
“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在中国餐饮史
上，人们往往以此来形容驴肉味道鲜美、肉
质细嫩，
而驴肉丸则是人们最常食用的一道
美味。在沁阳市柏香镇，至今逢年过节，家
家户户还保留着炸驴肉丸子的习俗。
至于在柏香这种食用驴肉丸子的习俗
源于何时，人们已经无从考证。不过，民间
流传的是为明朝时任湖广总督杨嗣昌府上
的一位大厨所创。当年，这位名叫董文昌
的大厨为怀庆府柏香镇人士，在回乡后，利

打造健康美味
百姓饮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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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怀川大地盛产驴肉的优势，将军旅食品
肉丸子进行改良，烹制出了驴肉丸子，从此
名扬天下，香飘海内外，成为怀府名吃。如
今，焦作的驴肉丸子也随着网络和南来北
往的游客香飘各地，特别是老董家驴肉文
化已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老百姓的食谱中，丸子这种美味，饱
满多汁，肉香嫩滑，耐存放，可以作为配菜
烧制、炖汤，是一种方便、美味的理想食
品。虽然丸子在我国各地均有食用的习
惯，但因食材和制作的不同，各地丸子的特
色并不完全相同。作为全国四大驴肉美食
名城之一的焦作，所制作的驴肉丸子除了
使用当地的优质驴肉外，在制作前的除酸
处理上就下足了功夫。在后期拌料和炸制
时，也非常讲究配方和火候，吃起来外酥里
嫩，
肉感丰满。
在焦作人的日常餐饮中，丸子，这种特
殊的美味，既是一种单独的菜品，也是一.
种百搭的配菜，焦作驴肉丸吃法的搭配上，
与博爱牛肉丸一样，也显示出了一种奇思
妙想的创新意识，演绎着神奇。人们往往
在要点上一大碗驴肉丸子汤后，还会点一
盆刚炸好的驴肉丸子，一边吃着煮好的丸
子，喝着丸子汤，一边吃着焦酥的干丸子。
有的则会事先交代老板，在丸子汤里下入
两包方便面或小酥肉，吃着丸子、酥肉，喝
着醇香的汤，再咬上两口烧饼，配上浸满汤
汁的方便面，口感的多彩、层次的丰富，让
人深感新奇之外，不仅叹服当地人的百搭
创意。许多外地游客在大呼过瘾后，忍不
住都会在离开焦作时再捎上一兜丸子，将
美味和记忆一起带回去。
图① 老董家驴肉丸子。
图② 一碗鲜香味美的驴肉丸子让人
食欲大增。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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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阳区中星街道上马村，有
一对“夫妻树”，据说是村里的一对
夫妻年轻时为见证爱情种下的，如
今“夫妻树”已有 70 年树龄，而这对
夫妻也到了耄耋之年。
“夫妻树”
见证的是
“白金婚”
夫
妻刘栓妮和张秀琴的故事。今年 91
岁的刘栓妮年轻时曾任上马村第五
生产队队长，
19 岁那年经媒婆介绍，
他与当年只有12岁的张秀琴见面。
一对银耳环、一个银镯子……
两年后，
简简单单的几件彩礼，
他们
如愿举办了婚礼。结婚那年，
两人在
门前种下了一对槐树，
并在树的标牌
上写下了双方的名字和对爱情的承
诺与誓言，
寓意着要以崭新的生命伴
随着两人一起经受岁月的考验。
回忆往事，张秀琴脸上漾起了
红晕：
“ 我没有嫁错人，嫁给他是我
最大的幸福。”转眼间，两人已走过
70 年风雨，并育有 7 儿 2 女，他们当
年种下的这对槐树也如一对相濡
以沫的夫妻一般，根叶交融，枝繁
叶茂。大槐树的枝头是鸟儿的天
堂，吸引着不少鸟儿来树上筑巢安
家，放声歌唱。村里的老人喜欢在
大槐树下乘凉、打牌、唠家常，孩子
们喜欢在大槐树下玩游戏。
望着这对相互依附的大槐树，
回想牵手走过的 70 年岁月，有过幸
福，有过欢笑，也有过贫穷，有过饥
饿……由于孩子多，
吃饭成了问题，
虽然当年刘栓妮身为生产队长，
但孩
子们也是吃糠咽菜，
勉强填饱肚子。
“最怕孩子生病，一手抱着孩
子，一手牵着孩子，步行走到村里
的诊所，其他孩子就让稍微大点的
孩子在家照顾着，真想自己能有三
头六臂照顾好所有孩子。”谈及养
孩的心酸，
张秀琴打趣地说。
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
9 个孩
子没有一个中途辍学，
即便是在条件
最艰苦的时期，
他们也是鼓励每个孩
子以学习为主，
努力完成学业。
树大分杈、儿大分家。对于这
一家来说，并非如此。由于家中儿
子多，婚房成了问题。孩子们好像
商量好似的，大儿子用的婚房到二

儿 子 快 结 婚 时 ，大 儿 子 自 动 让 出
来，到三儿子结婚，二儿子又把婚
房让出来……就这样，院子里东边
那间房子先后见证了七个儿子的
幸福时刻。兄弟之情也感动着娶
进来的新媳妇，大家遵照“和为本，
孝为先”的家训，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小家庭其乐融融，大家庭
和和美美。
后来，两位老人逐渐有了 8 个
孙子和 7 个孙女，再后来又有了 6
个重孙和 3 个重孙女，成为全村人
丁最兴旺的家户。每逢春节，30 多
口人齐聚一堂，曾孙辈的孩子们跑
到老人身前，用稚嫩的声音喊着：
“祖祖吃糖”
“ 祖祖吃果果”……老
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采访中，
张秀琴像个孩子似的一
边伸出胳膊开心地炫耀手上的银镯
子一边说：
“这个银镯子就是当年结
婚时老伴送的，
戴了 70 多年了，
我一
直舍不得取下来……”说着说着，张
秀琴的眼睛闪烁着泪光，
她回头望了
望坐在身边的老伴，相互对视几秒
后，
两人将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70 年的相濡以沫，至今如胶似
漆。是什么让两位老人的爱情持续
这么久而不褪色呢？今年 37 岁的孙
子刘磊解开了这个秘密：
“从我记事
起，
就没有见爷爷、
奶奶红过脸，
更谈
不上感情出现危机，
爷爷、奶奶的心
态很好，
尤其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更
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
今年七夕前夕，他们在子孙的
搀扶下来到了这对大槐树前，如热
恋中的男女一般给树枝系上了红
绳，
回忆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
“70 多年了，两位老人能始终
保持对爱情的忠贞，不离不弃，这
大概是浮躁社会中最令人向往的
爱情吧，全村人都应该向两位老人
学习！”谈及两位老人的感情，该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苗永保感
慨道。
如今，两位老人的爱情故事在
十里八村广为流传。他们种下的
这两棵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
树，
并被起名为
“夫妻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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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走过 70 年风雨的
刘栓妮和张秀琴。
图② 一对“夫妻树”见
证“白金婚”夫妻“最浪漫的
事”
。
图③ 张秀琴给刘栓妮
擦脸。
图④ 张秀琴给刘栓妮
穿衣服。
本报记者 王梦梦 张
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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