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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我们先是接到美国大使馆管家助理闫小姐代表美国大使夫妇发出的邀请，次

日是管家Michael Rosenblum亲自打电话过来确认。Michael的中文十分流利，口语中的

连词被运用自如，十分老到。他说自己既是美国版《Food&Wine》杂志的拥趸，也是中

国版《美食与美酒》杂志的忠实读者，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话已

至此，我们似乎毫无理由不在见到美国大使夫妇之前对这位管家进行一番“暗访”。于

是，在官邸家宴的前一天，我和摄影师已经站在了大使官邸的门口。Michael和我们一

见如故，直接带我们穿过种满月季的院子，推开红门进入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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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夫妇最爱美国的

Chardonnay

客厅里到处是“马”的装置艺术品和画作，从门

口贯穿到餐厅，好像身处美国的乡村一样，自在而不

失庄严。牧场中捡回的木条，依照其自然的弯曲程度

衔接有致，一匹马就活灵活现地站在了那儿，身上自

然曲线流畅，通透而不单薄，稳健又可靠，令人驻足

良久，相信也是每个访客绝不会错过的。墙上，是好

几幅画作，有冬日雪中的马群，冷峻而孤傲。餐厅迎

面是一幅为大使夫人画的马像，热烈奔放，好像正

朝你奔来。甚至是房间中的一些古董小摆件，也处处

有马的影子。后来才知道，大使夫妇来自蒙大拿州，

不但自己有牧场，两位也都是爱马之人。

跟着Michael穿过客厅来到厨房，环顾四周并

不大，谈不上奢华，更没有当下流行的高科技厨艺设

备。在官邸，Michael是总管家，也是厨师长，助手

是副厨闫小姐，不管是几十人还是一两百人的宴会，

所有的菜都依靠他们俩，以及两位帮忙做清洁的大

姐。负责前厅服务的，是孔先生，平日也只有他一人，

有宴会的时候，才会额外添几位服务人员。大使夫妇

的日常生活起居，全靠这五个人照顾。厨房里还有一

位常客，是大使的爱犬Ricky，一只15岁的“贵妇”，

据说时差至今还没有倒过来，白天昏昏欲睡，晚上异

常兴奋。

下午，看来是没有休息的时间了。Michael拿出

第二天晚宴的菜单，开始和孔先生一起核对盘子、上

菜顺序以及搭配的葡萄酒和酒杯。菜单上，左侧是

Michael手绘的插画，盘式一目了然，右侧注明了需要

的食材及做法。他说，大使夫妇的这次晚宴，已经讨论

了一个月，包括选购食材、敲定菜谱以及选葡萄酒。

“已经试过菜了吧？”我问道。

“没有。”Michael的回答让我们诧异，“所有的

菜，都是明天头一回做。官邸预算紧张，没机会预

演，必须一次成功。”这才了解到，官邸正式宴请宾客

的所有菜品，不管有多么好吃，都只能做一次，不可

以重复做，这是规矩。

“你的创意会被挖空吗？”我问。

“压力确实很大，所以要不停地学习。”Michael

一边回答着，一边站起来去酒库里给晚宴用的葡萄

酒做标记。6道菜，却有12支葡萄酒。“其实说起来

是先有的酒，我和夫人按照酒的风味讨论并设计这

一套菜。”Michael解释说。

除了第二天的晚宴，Michael最近一段时间几

乎每天工作16个小时，因为各种宴会活动特别多，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飞快，脚下不停地划步，英语称

之为Dance，确实如现代舞一样，旁边的人都能

感觉到Michael已经紧绷的神经。从酒窖里上来，

Michael终于有个喘息的机会坐下来，跟我们聊聊

这个菜单。

南瓜

“第一道是南瓜汤，用美国西南地区的几种南瓜制作而成。
美国的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各民族对南瓜有崇拜，10月底也
是十分应季应景的。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
加州的南边、内华达州，还有沙漠地带，都有吃南瓜的习
惯。美国最早的南瓜派是没有面粉的，只是简单地把南瓜
切开，放牛奶进去，再放黑莓、枫叶糖浆。明天这道南瓜
菜肴，我们用两种南瓜的肉、一种南瓜的籽以及南瓜花来
制作。当地也产碧根果，本来只有野生的，后来开始广泛
种植，我们将它做成薄脆。南瓜泥打底，将南瓜布丁、南瓜
花放在上面，摆上碧根果薄脆，再摆一杯南瓜汤。”

羊肉

“美国的西部有许多羊肉料理。我选用带骨带皮的羊里
脊，将骨头剔出，两条内脊肉包裹在紫色的牛皮菜里，再
摆入带皮的羊脊肉中，同时放入自制的培根片，用羊皮卷
起呈肉卷状，再用牛网油将肉卷包裹起来，系上线绳。在
锅里放一点黄油，煎至全身金黄，再放入烤箱慢火烤约
30分钟，取出后切片，淋上羊骨熬的浓汁。”

头盘

主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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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跟我们说说你自己吧。

Michael：由于我父亲是军人，我出生在

得克萨斯州一年以后就开始了漂泊不定的

生活。由于家里经济困难，14岁时我就开

始到外面打工。那时，不到16岁打工是违

法的，只有在美国的中国餐馆可以打工拿

到现金。之前，对中国和它的文化完全不了

解，打工的经历让我感觉很不错。

F&W：什么样的机会让你来到中国？

Michael：1998年，我拿到上海师范大学

的奖学金，从那时起，往返于美国和中国。

在任何一个地方待久了，都会想离开，但是

藕断丝连，总是会回来。回到美国，先是在

夏威夷大学学习了一年多，然后转入康奈尔

大学，毕业后再次回到清华读硕士，研读历

史、文学、宗教。

F&W：有系统地学习过烹饪吗？

Michael：2004年，我开始读正规的烹

饪学校，先是美国纽约的国际烹饪学校

（International Culinary Center），后来

回北京，就在唐人美食学习中式面店，在新

东方学习烤鸭，在便宜坊实习⋯⋯从14岁

到23岁，我一直在厨房工作，不管在学校里

学什么，我都会在餐厅里找一份工作，哪怕

学习制作肉饼或者随便做点什么都好，学

无止境。

禽类

“美国中部是打猎的好地方。秋天打猎，草
原上已经很冷，叶子变成红的黄的，但依然
有绿色星星点点映入眼帘。我想在这道菜
上还原出打猎的气氛，于是买来活的野鸡
去骨，皮肉分离，然后将肉剁碎，加入香料
和盐调味，再用皮将肉泥卷起来，做成肉
卷，放在野鸡骨头煮的汤里炖入味，之后放
凉，用的时候切片。另外再选鸽胸肉腌制，
以梨木熏香。鸽子腿和鹌鹑翅膀以油浸的
方法来做，浓香酥烂。再将鸽子、野鸡、鹌
鹑的肉剁碎，做成丸子。摆盘时，再把打猎
草原上的元素融入其中。玉米须煮熟再烤
过，做成鸟巢。面粉做成像草原上破碎的树
皮一般的饼干。鸽子、野鸡、鹌鹑们爱吃的
各种谷物，比如美国的野米和小米，煮得熟
烂，烤干，然后炸香，有爆米花一般的口感；
藜麦煮熟放凉，很Q的口感会增添这道菜的
复杂度。本是一道热菜，刻意加一些凉的谷
物，是要给你那种秋天打猎的感觉，然后突
然吃到香喷喷的野鸡、鸽子、鹌鹑，会格外
惊喜，好像打猎时收获了猎物一样。最后，
在上面装点几片草原上常见的野花和绿色
的叶子。”

海鲜

“海鲜是产自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的新鲜食
材，我们想做成加州新鲜烧烤的风格。先用
西芹头蒸熟后做成泥打底，上面撒上自制
的培根碎。培根都是我们自己熏的，用美国
的五花肉，腌制10天，洗净，风干半天，再用
梨木熏制，特别香。阿拉斯加扇贝、鳕鱼用
黄油煎至微微有些金黄，龙虾浸在黄油里
再煎香，然后依次摆入盘中，摆上章鱼汁做
的黑色饺子，最后淋上用龙虾壳熬制6个小
时而成的浓汁。”

主菜

主菜

“从14岁到现在，我一直在厨房工作，

不管在学校里学什么，我都会在餐厅里找一份工作，

哪怕学习制作肉饼或者随便做点什么都好，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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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在朋友圈里看到你去成都学牛肉焦饼？

Michael：我在成都住了几年，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前

两天，面包新语找到我去成都做面包的示范，抽空，

我就去跟一位摊主学习制作地道的成都牛肉焦饼。从

第一次吃我就爱上了这个小吃，我找它将近一年的时

间。几周前，终于有机会去拜师，特别开心。做起来确

实比较难，要多做。每次我学完一样手艺，都会回来给

大使夫妇做着吃，不过这个还没机会做。

F&W：说说你在成都的生活吧。

Michael：我本来在成都岷山饭店做总厨，后来离开

酒店，在成都的南边开了一个私房菜，就在新会展中

心地铁站，半农村半城市的一个地方。我的餐厅一天

只有两桌，要提前一个月预订，你想吃什么我就做什

么。那时，每天都会拿一个篮子去农民家里买菜。在中

国当厨师可以离食材很近，在美国，很多厨师认为肉

是从超市来的，不像在中国，去菜市场选活的鸡，特别

新鲜。我第一次见到新鲜的五花肉是在中国，在美国

只有熏好的五花肉。成都的生活是我特别喜欢的，离

开特别不舍。

F&W：怎么来到使馆工作的？

Michael：私房菜开了一年多，骆家辉大使需要找一个

厨师，就选到了我。然后花了11个月的时间调查我的背

景。去年9月24日，我开始在官邸工作。但是，很快，骆

大使走了，来了现在的大使夫妇Max和Mel，他们平时

很随意，不需要管家们穿制服，他们是很普通的美国老

百姓。Max大使是在牧场长大的，大使夫人Mel是在爱

荷华州的一个农场长大的，跟他们沟通非常舒服。平

时，他们把我们当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很包容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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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派

“转基因的食材越来越多，我是不喜欢
的。在那些并不发达的地方，有些原始的
东西被保留下来了，还是原来一代代留下
的种子，不会为了某种口味而人为地干预
它。美国的许多地方都有自己的苹果，各
有各的风味，不会千篇一律，至少有几十
种，有脆的，有面的，有酸的，有甜的，有
花香的，有果香的。这道菜用了7种苹果。
如果做成普通的苹果派，再切分，一是中
国人喜‘合’不喜‘分’，况且是大使的家宴，
还是希望做得精致一些，分别由苹果派、
苹果奶冻、苹果薄脆组成。先将7种苹果
切片熬煮，然后码入模具，再填入煮好的
苹果碎。用接骨木花酒做的奶冻搭配绿
苹果奶冻，一个香甜，一个酸爽，还有6个
苹果熬的浓甜的汁。你会发现，整个厨房
只有一个小垃圾桶，我希望物尽其用，所
有的食材尽量不浪费。比如苹果皮烤干
再打成粉末，放在冰激凌上特别好吃。”

沙拉

“红菜头产自美国北部，这道沙拉是从牛
肉塔塔找来的灵感，只不过将牛肉碎换
成红菜头碎，生蛋黄换成分子技法的橙
汁做的蛋。我本人非常喜欢蔬菜水果，它
们的风味比肉类丰富得多。红菜头像葡
萄酒一样，在什么样的泥土里长出来，就
会带有那块土地的风味，每个地方的红
菜头味道都不一样，非常有趣。最后在上
面摆上蓝纹芝士和核桃。分子烹饪偶尔
用一点点，对食客来说还是有惊喜的。”

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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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过程中，Michael不停地干着手里的活儿，

回答着我的问题，交代着新的任务，其间一个又一个

电话打进来。

再有10分钟，大使夫妇就要进门了，晚餐已经准

备就绪。

F&W：在使馆当厨师和自己想的一样吗？

Michael：不太一样，但是有准备，得改变自己去适

应。官邸有许多“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的事，一件

事的时间安排可能在一天之内会变十几次，这是没

有办法的事，所以要不停地沟通、想解决办法。

美国纳税人的钱，不可以随便乱花。美国政府规定

了官邸的人力成本，多一个都不行。平时，我们还要

负责洗车、打扫卫生。大使夫妇有客人过来，要照顾

客人的饮食起居。我得按当天的工作表来排大家的

时间，谁采购原材料、谁去机场接人等等。没有采购

部、人力资源部，一切都得我们五个人来解决。

官邸没有提前试菜的预算，假如服务人员摔了一盘

子的菜，那么这道菜就没了，不可能再有多余的补上

来。或者说，不一定有钱多准备一份。你必须每做一

次，都力争完美。我是第一个在这里工作的美国厨

师，以前这个职位都是中国人在做。我中西餐都能贯

通，这可能是我的优势吧，但是最重要的是解决每一

个问题，并尽量做到完美吧，我是处女座。

F&W：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Michael：在官邸做一个菜单，好像一个女人穿一条

裙子出席正式的活动，穿了一次就不能再穿了。即使

你来使馆100次，也必须保证每次吃的是不同的菜。

不管是3人的早餐、10个人的晚餐，还是100多人的自

助餐，我要不停地有新的想法，所以不能停止学习。

现在的餐饮潮流对盘式很有要求，这里却只有固定

的盘子，同样的规格大小，上面印着国徽。盘式上似

乎显得有些无聊，但是人得学习在规矩之内如何做

得最好，这就是挑战。不过，这次的晚宴，有两道新

的盘形，在大使夫人的批准下，我自己花钱买了两套

新盘子，也是有美国驻华使馆官邸以来第一次破例。

美国政府接待规定不可以用太奢华的食材，假如你

能将猪排和烤鸡做得特别好吃，在我看来比鹅肝和

鱼子酱要好吃得多。

美国驻华大使
夫人Melodee 
Hanes和来自
美国蒙大拿州
的好朋友 

美国驻华大使Max Baucus及夫人Melodee Hanes

www.michaelrosenblum.com

官邸没有提前试菜的预算，

或者说，不一定有钱多准备一份。

你必须每做一次，都力争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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