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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谢克伟

春菜里有一道“春天第一鲜”
———塘鳢鱼， 年近七旬的张大叔
等沪上老饕每年清明前专等这锅

味道鲜美无比的“春鱼”。 来自沪
上部分菜市场的消息： 今年塘鳢
鱼已经开售， 其最高零售价首次
突破百元/斤，吃货想消费，必须
提前抢“鲜”预订！

每年一到 3 月中下旬，张大
叔最关注的是塘鳢鱼，今年也不
例外。
在逛了宁海东路菜市场、台

湾路菜市场、宁波路菜市场以及
宁波路上一家水产店不断比价
后，张大叔最后确定向宁波路上
那家水产店孙老板要货，昨天张
大叔要鱼 2斤，支付 200 元订金
后，与孙老板约好今天上午取货。
张大叔家塘鳢鱼的做法传

统、老套，即红烧与白汤两吃，烹
调时加入春笋，被他称之为“春
天两鲜”。张大叔传统塘鳢鱼做
法传承其母亲手艺，现在他将这
道菜做给儿子、儿媳和孙子吃，小

孙子知道，爷爷春天里做的这道
菜最鲜美、最好吃。
“大概在我三四岁的时候，

一年的 3 月里，妈妈拎着菜篮子
去八仙桥菜市场，专门找塘鳢
鱼。”张大叔回忆，“摊主将塘鳢
鱼放在脸盆里，我却对小小的塘
鳢鱼不屑一顾，嚷着要母亲买旁
边摊位的大鱼。”
然而，那次尝过塘鳢鱼之后，

张大叔发现妈妈居然能做出这么
好吃的鱼，令他终生难忘。张大叔
说他母亲塘鳢鱼的做法其实很简
单，将鱼洗净、煎好，其中一半红
烧、另一半烧汤，但无论红烧、烧
汤都放春笋。现在每年的 3月中
下旬，他都要烧塘鳢鱼给儿子、儿
媳和孙子吃，这是张大叔的拿手
菜。

张大叔买塘鳢鱼的那家店，
已在宁波路上经营水产 10 多
年，是一家老商号，平时孙老板主
要做四大家鱼、鲈鱼、基围虾、大
头虾等淡水产品，到了三四月才
兼做塘鳢鱼生意，但塘鳢鱼价格
贵，进货后会卖不出去，因此他一

般只接受预订。
孙老板说：“都是老生意，我

一般批发后每斤加价 10 至 20
元零售，今年塘鲤鱼数量少、卖价
贵，1 两以上塘鳢鱼零售 105 元
/ 斤，0.5-1 两 85元 / 斤。”
在来孙老板摊位前，张大叔

已经去过 3 家菜市场，他发现孙
老板的售价最便宜，最贵那个摊
位塘鳢鱼零售价 120元 / 斤。
张大叔告诉记者，上世纪 80

年代他刚结婚时去八仙桥菜市
场，那时塘鳢鱼零售四五元一斤，
鲫鱼、鳊鱼等四大家鱼还要便宜，
只买1元多一斤。七八年前塘鳢
鱼也只卖四五十元一斤，前年塘
鳢鱼零售价达到了 70-90 元一
斤，今年最贵超过百元一斤，“好
像今年卖得最贵”。

淡水鱼养殖专家、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教授陈立侨早在 20 年
前就研究塘鳢鱼，经与浙江省淡
水水产研究所合作、潜心研究，于
10多年前人工养殖成功。他说塘
鳢鱼学名沙塘鳢，是一种淡水小
型食肉鱼，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

各省水域，包括上海江河湖泊。塘
鳢鱼体粗壮、头大而阔、腹部浑
圆，但口大、个体很小，一条重 0.5
至 2两，喜欢生活在河沟、湖泊近
岸多水草、石隙、泥沙底层。
据悉，上海最大的天然湖泊

淀山湖就有野生塘鳢鱼，只不过
近年来该鱼类资源日渐稀少，捕
捞量非常少。淡水鱼养殖专家、浙
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所长顾志敏
研究员透露，目前我国塘鳢鱼仍
然以野生为主，养殖面积约 20
万亩，以江苏养殖量最多，安徽、
湖北、浙江等省都有养殖。
塘鳢鱼以吃活的小鱼、小虾

为生，故目前大都与虾套养，浙江
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目前采用青虾
套养模式养殖塘鳢鱼。塘鳢鱼大
都趴在池塘底部的泥土上很少游
动，小鱼、小虾、体质弱的虾都会
成为它的食物。
“塘鳢鱼不但吃活的小鱼、

小虾，同时还吃同伴，所以每年 5
月前后放养鱼苗时每亩只放
200-400 尾塘鳢鱼鱼苗，放养密
度小，鱼的成活率就高，目前塘鳢
鱼亩产只有 30-50 斤。”顾志敏
表示，这也是塘鳢鱼卖价贵的主
要原因。

“春天第一鲜”上市 老饕提前抢“鲜”预订

塘鳢鱼今年最高突破百元一斤

塘鳢鱼上市销售已有百年历

史。 据沪上知名本帮菜馆上海 1
号厨师长、本帮菜大厨胡翔介绍，
用塘鳢鱼烹调的本帮菜很多，包
括塘鳢鱼炖蛋、豆腐塘鳢鱼等，但
以红烧竹笋塘鳢鱼和白汤竹笋塘

鳢鱼最知名。

准备工作：
将 6 至 8 条塘鳢鱼洗净晾

干，春笋洗净切丝，雪菜洗净切条
后待用。

开始烧菜：
1.放一勺菜籽油 、一勺猪油

在锅里。
2.放入笋丝、雪菜丝煸炒，将

春笋丝和雪菜丝炒透、炒香，炒出
鲜味。

3.锅中再次放入菜籽油和猪
油，放入姜片、葱，姜葱炒香。

4.放入塘鳢鱼煎。
5.加酒（沿着锅边淋入 ），加

盖 （可以把酒气压下去）10 至 15
秒钟。

6.喜欢吃辣的市民可以放点
干辣椒，然后加一勺老抽，根据口
味加一勺半至两勺生抽， 再加半
勺糖，然后加入笋丝、雪菜丝。

7.加水，水不要盖过鱼，只要
鱼一半的高度。

8.再加少许胡椒粉。
9. 再加盖 7 至 8

分钟。

10. 出锅前加二三滴香醋和
四五滴麻油，把火开大，沿着锅边
淋下去，最后放点香葱。

烹饪小技巧：
技巧 1：先煸姜葱、炒笋丝 、

咸菜丝后煎鱼， 否则煎塘鳢鱼容
易碎。

技巧 2：加老抽不易过多，加
多味太咸。

技巧 3：加入老抽、生抽后加
盖烧滚的时间不易长， 否则鱼容
易老。

技巧 4： 煎鱼放猪油用于增

加香气。
技巧 5：春天的鱼肥美，但春

天的湿度比较高， 加点干辣椒可
以祛湿。 加胡椒粉主要用于调味
和祛湿。

技巧 6： 上海红烧本帮菜的
精髓，出锅前加香醋、麻油，用于
去腥、增香、提味。

本帮菜大厨教您烹调红烧春笋塘鳢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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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昨天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推进
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市委
副书记、市长龚正在上海分会场讲
话时指出，加快疫苗接种是当前重
要的政治任务和疫情防控的头等大
事。要坚决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在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更坚决、更主动、更
有力地抓好疫苗接种工作，确保按
时完成我市各阶段接种任务，尽快
形成人群免疫屏障，努力走在全国
前列。
龚正指出，要精心组织、稳妥推

进疫苗接种工作，进一步压实工作
责任。要进一步做好疫苗供应，根据
使用需求，加强统筹管理，及时做好
调配。要进一步提升接种效能，合理
布局接种点、配置工作人员，优化预
约、预检、接种等服务流程。要进一
步完善接种计划，做到按月统筹、按
周计划、按日安排，确保完成既定目
标。龚正指出，要严格落实疫苗全流
程管控措施，确保疫苗质量安全全
程可追溯，按照工作规范实施接种，
保障好受种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副市长宗明主持分会场会议。

晨报讯 上海市推进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会议昨天召
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指出，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时不我待、
比学赶超的精神状态，强枢纽、强服
务、强创新、强治理，持续提升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和全球
影响力。
龚正指出，深化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建设，要深刻认清形势，切实增
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聚焦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这个大战略，强化促
进国民经济循环的作用，强化全球
资源配置、开放枢纽门户的功能。要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深入推进这个大
环境，整合放大长三角航运资源优
势，进一步提升能级。
副市长张为主持会议。

晨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部署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
改革等工作。
本市以用户为中心，将企业群

众眼中具有前后置关系的事项实现
“一次办”，类型相似的多个事项实
现“一起办”，如医疗付费“一件
事”、小孩出生“一件事”等，从而
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去年重点
选取的“15件事”已全部按期上
线，实现平均减环节 69％、减时间
54％、减材料 75％、减跑动 71％。
会议指出，“高效办成一件事”

是“一网通办”改革的拳头产品和
重要抓手。今年要持续做好“15件
事”优化工作，同时梳理新增“12
件事”并重点推进，以流程再造的
精神拿出务实举措，以钉钉子的精
神推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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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办成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