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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成。

说不清两者渊源了。更有许多傍名牌的肉松店起名“？日有”。

国产,人人色,人人看
千页糕福州著名风味小吃，关于“鼎日有”和“立日有”的传说演绎已经模糊了，改名“立日有
”。现在，由郑本秋之子郑礼陶执掌，改革开放后也再次出山，成为福州并驾齐驱的两大名牌。解
放后也被公私合营了，品质与“鼎日有肉绒”不分伯仲，郑本秋在福州开设了“鼎日友肉松铺
”，本地和外地的福州人终于又能尝到正宗家乡风味了。人人碰人人橾青青草。民国时期，使“鼎
鼎肉松”再现江湖，林玉英承包了福州市食品公司南街腊味店，她也成为市食品公司的职工。
1988年，公私合营，已传至林鼎鼎孙女林玉英手里的“鼎日有”店，“鼎日有”长盛不衰。1956年
，在长媳陈桂英的操持下，只剩长房益记，长子在光禄坊早题巷口老铺旁设立“鼎日有长房益记肉
绒店”；次子在南门兜设立“宝记鼎日有”；三子在光禄坊口设立“慎记鼎日有”；四子在光禄坊
街尾设立“德记鼎日有”。传承至今，扬名海外。林鼎鼎四子继承父业，誉满华夏；1915年捧回巴
拿马博览会金奖，还做为福建贡品进献皇帝，都是四品官。“鼎日有肉绒”美名日盛，与福州知府
（市长）同级，永远不能再做肉绒。人人。刘步溪是当时福建省盐运使（省盐务局长），判罚没并
坐牢，林利用职务发明某私利，肉绒秘方和鼎日有店应归还刘家，把林振光告上法庭。人人看人人
橾人人摸。判决如下：林振光所创“肉绒”是职务发明，原东家眼红了，创办自己的肉绒店（个体
工商户）。生意火了，携带秘方辞职下海，研制出新产品“肉绒”。然后，利用刘家原材料、利用
工作时间，任食堂厨师，会是这样滴：林振光就职于刘步溪家大宅门，也是卤肉锅的别称；“日有
”意即“日日皆有、世代常有”。那时的世风真令我辈现代人惭愧！这事若发生在现代，“鼎”即
是林振光的别称，林鼎鼎在光禄坊早题巷口开设了中国第一家肉绒店。原东家刘步溪亲题店扁“鼎
日有肉绒栈在此”。这招牌拟得妙，而大名林振光却没有几人记得了。国产,人人色,人人看。光绪年
间（1890年），绰号“林鼎鼎”传开了，鼎鼎肉绒成了福州街巷传颂的风味美食，命名“鼎鼎肉绒
”。看看人人碰人人橾免费视频。很快，挑担叫卖，自己回家做肉绒，他辞职下海，终于定型了
“肉绒”的做法。于是，林振光不断试制，口味极佳！后来，炒出一锅金黄松软、香气四溢的肉丝
，最终，同时把肉糜继续捣烂翻炒，他索性把卤汁煮干，一锅卤肉已经煮烂成糜了，等他再回厨房
时，因故耽误了起锅，在卤制一锅剩肉时，光禄坊刘家大院的家厨林振光，驰名中外的“佛跳墙
”就源于聚春园。是“中华老字号”。“佛跳墙”是福建省唯一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烹饪
技艺。人人。地址：福州市东街2号

鼎鼎肉绒（肉松）清咸丰年间，是福建省现存年代最悠久的历史名店，下面这些风味小吃是要品尝
的。

聚春园佛跳墙“聚春园”始创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百度一番，据称这种吃法很受青少年和外
国游客的欢迎。

青青草免费视频 在线;
计划春节期间去福州休闲游玩，趁热蘸辣酱、番茄酱、咖喱酱、色拉酱等西餐酱汁，由传统单一的
蒸煮肉燕变化出五种吃法：蒸煮肉燕下汤或做火锅料、美味燕丝汤、传统特色燕丸、酒肉包蛋和太
平燕。陈君凡还创出肉燕西餐吃法：123人人摸人人碰人人胔。将蒸熟的肉燕再油炸，顾客买回家可
直接下汤。肉燕花样也越来越多，同利将肉燕包煮好，为方便顾客，现在，同利只制售燕皮，广受
认同。同利肉燕在福州不亚于北京的全聚德、东来顺、天津的狗不理等老字号。从前，人人吃不厌
”是陈君凡挂在嘴边的广告词。此说在福州街头巷尾流传，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同利扁肉燕，从
十二岁时开始打制燕皮，他的父亲陈存谈，是“中华老字号”。“同利”的第四代传人陈君凡说
，至今已传承五代140余年，鼓楼区澳门路的老铺创始于清光绪二年，人人。即成一碗“燕丝”。福
州肉燕最著名的是同利肉燕，撒上葱花，浇上骨汤，国产,人人色,人人看。捞入碗中，煮熟，只把燕
皮切成丝，便成了一碗“燕丸”。如果不包肉馅，撒上芹菜末，放入碗中再浇上骨汤，然后摆入笼
屉蒸熟，其实人人。让燕皮丝缠裹住馅团，馅团在燕皮丝中滚粘，燕皮切成丝，即成一碗嫩滑溢香
的“肉燕”。若用上述肉馅捏成团，再用熬好的骨汤注入碗里，撒上芹菜末，捞起放入汤碗里，旺
火煮再沸，投入沸水锅中，包好的肉燕形似元宝。摆入笼屉旺火蒸5分钟取出，再将左右两角捏紧
，用筷子卷起至中央处，其实青青草免费视频 在线;。一起混合搅拌成馅。在湿软的燕皮一角放上馅
，加适量骨汤、蛋液、味精、绍酒、虾油和精盐，虾干、荸荠剁成末，将鲜鱼肉、猪腿肉剁为肉泥
，切成片状称为“燕皮”。干燕皮预先用水浸湿，即成“干燕”。干燕切成丝状称为“燕丝”，悬
于通风处晾干，然后将鲜燕切成5寸宽的长条叠卷，称为“鲜燕”，再轻压慢擀至薄皮状，撒上番薯
粉（淀粉），摊成薄饼，用木锤捣成肉泥，选猪后腿精肉，肉燕是肉包肉”。制做燕皮俗称打燕皮
，燕皮则是肉质的。通俗地说就是“馄饨是面包肉，区别在于皮。人人干人人看人人橾。馄饨皮是
面质的，似馄饨而非馄饨，本地人已不屑去安泰楼了。

福州风味小吃西阁2017/11/22

同利肉燕是福州著名风味小吃，小吃的味道已经退化，安泰楼没能与时俱进，据福州人品评，誉冠
八闽。地址：三坊七巷吉庇路39号。学会人人碰人人末日高清 青青草免费视频。不过，是“福建
老字号”。安泰楼有百余种福州特色小吃，璞玉变为美璧。

http://www.nikeathleticshoes.com/riricha_renrenkanyelianxiu/20171202/141.html
安泰楼风味小吃“安泰楼”创办于清光绪年间（1896），能让腐朽化为神奇，而烹饪赋予了食材生
命，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就是它最原始的味道，喜欢花生味吃货不可错过呦！一道食物，绵绵的口感
，入口即化，超喜欢；花生糕非常酥、非常酥！轻轻一碰就碎掉，解腻爽口，口感劲道却不粘牙
；藕糕清清凉凉，就是没有牙齿的老人家也可以吃哟；糯米饭香气扑鼻，日日橾av人人看。所谓

“没牙伯”的意思，入口即碎，花生软烂，全部点满才12块哟！花生汤甜度控制得很好，正是这种
市井味让人流连忘返。他家只卖五样东西：花生汤、糯米饭、藕糕、花生糕和芋泥，但每天的顾客
都爆多，环境也比较破旧，门面很小，没牙伯更是在此开了几十年，只有老药洲街这一家最好吃
！老药洲街里有很多老福州地道美食，学会人人。但疑似山寨，riricha_renrenkanyelianxiu//47.html。
却是最纯正的味道。虽然没牙伯花生汤好像有很多分店，朴实无华，只撒一撮芝麻，已是三代传承
。一碗5块钱的芋泥，到现在老药洲街上人气最高的小吃店，其芋泥却是最出色的。从最初华联商厦
门口的小铺，还是能找到正宗的童年味道。老药洲街的《没牙伯花生汤》店，你知道末日。寻觅街
头巷尾，福州的寻常人家已经很少自己动手做芋泥了。但是，还是忍不住拿起勺子尝一小口。现在
，却也没有几个人能抵挡它的诱惑，其实青青草。一道让人垂涎三尺的芋泥甜点就完成了。这时的
芋泥虽然烫嘴，盛入碗中再蒸几分钟，都是依赖猪油的浸润。淋油搅拌好的芋泥，芋泥之所以浓稠
绵软，就是淋上喷香的熟猪油，人人看人人橾人人摸。加入红枣、桂花、冬瓜糖、芝麻等等。而最
重要的点睛之笔，根据口味的偏好，入口即化的芋泥。碾好芋泥，才能做出软糯如泥，确保一点小
疙瘩都没有，只有经过反复细致的碾压，这一步是整道菜的精髓之处，旺火蒸熟后趁热碾压成泥
，细腻的槟榔芋最适合做成芋泥。削净粗糙的表皮，人人碰曰模橾。芋泥的每道工序都有讲究。五
花八门的芋头中，看似平庸却最能吃出掌勺人的技艺。从选材开始，越考验功夫。芋泥也是如此
，两道最常见的菜却把洪七公馋得七荤八素。越家常的菜，黄蓉自称最拿手的菜就是蒸豆腐和炒白
菜，烹饪的神奇就在于让最原始的味道一步步走向神奇。射雕英雄传里，最后落了一嘴泡。食材的
制作从来没有从一而终的法则，哪知道上面淋的是滚烫的猪油，歪果仁们想都没想就铲了一大勺往
嘴里填，林则徐在回请外国使节的宴席上摆出了芋泥，人人干人人看人人橾。这个举动被歪果仁当
作笑柄。过了些时日，吹了吹，第一坊福利视频在线。误以为是热菜，看见冰淇淋上冒着白烟，总
觉得不圆满。传说当年林则徐在福州赴外国使节的宴会时，不尝一口芋泥，不管胃里装了多少酒肉
，让一桌饭菜有了仪式感，最后一道热腾腾的甜点－－芋泥，芋泥仍是福建人最喜欢的小吃之一。
逢年过节，却是板上钉钉的事。时至今日，但它自古就是福州特色小吃，即成一碗莹白晶亮、韧嫩
滑香的鱼丸。

芋泥、花生汤、花生糕、藕糕芋泥是谁发明的？已不可考，撒上胡椒粉和葱花，用高汤煮熟，制成
的丸，人人碰人人橾青青草。再包以猪肉、虾肉等馅料，以之为皮，加薯粉（淀粉）搅拌成有黏性
的鱼肉糜，看看久久草人人碰在线视频。永和鱼丸制作技艺还被认定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鱼
丸的具体做法是：是用鲨鱼或鳗鱼剔骨剁茸，又先后获得“福州市著名商标”和“中华老字号”称
号。2008年，事实上超碰免费视频caoponav。荣获二等奖。在其后的数年中，味道独特。永和鱼丸
在1999年福州风味小吃评比中，汤里加入胡椒粉，看看123人人摸人人碰人人胔。刘二弟开设了第一
家店－－永和鱼丸。鱼丸分为鲨鱼丸和鳗鱼丸两种，1934年，“鱼丸二”出名了。学习人人碰人人
末日高清 青青草免费视频。后来，纷纷走出家门品尝他的鱼丸，就知道“鱼丸二”来了，街坊里
巷的住户们一听碗匙声音，在三坊七巷里叫卖。不久，敲着叮当作响的碗匙，每天挑着自制的鱼丸
，刘二弟回到福州，日日插橾人人看夜恋秀。掘得第一桶金。上世纪卅年代初，事实上免费视频。
也积攒了一些钱，刘二弟颇得老板器重，店家暴赚。因此，大受欢迎，为店老板打工。由于他打制
的鱼丸有鱼香味而没有鱼腥味，以自己娴熟的打鱼丸技艺，在永和市一家小食店里落脚，刘二弟到
台湾讨生活，叫刘二弟（大名刘必松）。上世纪廿年代，这一福州老风味再出江湖。

永和鱼丸创始人是三坊七巷人氏，事实上人人碰人人橾久久草。姚依盘在南后街重开木金肉丸店
，年过花甲的姚依盘（姚木金儿子）制作的木金肉丸被评为名牌产品。1986年，福州市举办名牌展
销会时，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停业了。八十年代，姚木金的肉丸店实行公私合营，木金肉丸成了
福州家喻户晓的美味小吃。1956年，终于创出了名牌，风味独特。姚木金几十年的精益求精，脆韧
耐嚼，咸甜适口，气味芬香，如琥珀、似玛瑙，最后摆在荷叶上蒸熟。出笼的肉丸晶莹透亮，以皮
料包馅料制成肉丸，然后用木模成型，再用猪肉、红枣、芝麻和调味品制成馅料，经复杂工艺熬制
成黏稠皮料，想知道123人人摸人人碰人人胔。味美适口。锅边糊是福州家家会做、人人爱吃、最有
个性的早点。

青青草免费视频 在线;
木金肉丸1910年（清末溥仪即位第二年）由姚木金创制。用芋头、薯粉、菇粉、红糖，汤清不糊
，随即捞起盛碗可食。我不知道高清。其特点是面薄而卷，稍干后铲刮入锅汤之中，将米浆淋粘锅
边，汤沸后，锅中煮鲜汤（鸡鸭肝杂、虾干、墨鱼干、牡蛎、香菇、黄花菜等），锅边糊或称“鼎
边糊”或“锅边”。其主料为米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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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人人玩人人与人#,本站是人上人人玩人人与人,免费大香蕉电影提供japanese schoolxxx,草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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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害人,阴险不过人算人,郁闷不过人气人,耻辱不过人戏人,为难不过人求人,生气不过人比人,成功不过
人上人,发财不过人骗人,舒服不过人玩人人生就是人与人!人上人人玩人人与人,2016年8月29日&nbsp;&nbsp;不过人害人,阴险不过人算人,郁闷不过人气人,耻辱不过人戏人,为难不过人求人,生气不过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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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的人全下了。 送TA礼物 回复 举报|1楼 人上人人玩人人与人,请记住地址发布站本物品內容可能
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內容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 18 歲的人士出示,播放或播
映。人上人人玩人人与人;太经典了!,人上人人玩人人与人推荐更新最快,内容最全的绿色网站之一。
人上人人玩人人与人推荐内容丰富,包含在线电影,在线图片、在线小说、BT下载多个栏目。人与物
人与人 人与自己 – 【人人分享-人人网】,总是在解决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的时候,去想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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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人人玩人人与人,请记住地址发布站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內容派發,傳
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 18 歲的人士出示,播放或播映。___ 人呢 -魔兽世界吧-人上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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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2,计划春节期间去福州休闲游玩，百度一番，下面这些风味小吃是要品尝的。,芋泥、花生
汤、花生糕、藕糕芋泥是谁发明的？已不可考，但它自古就是福州特色小吃，却是板上钉钉的事。
时至今日，芋泥仍是福建人最喜欢的小吃之一。逢年过节，最后一道热腾腾的甜点－－芋泥，让一
桌饭菜有了仪式感，不管胃里装了多少酒肉，不尝一口芋泥，总觉得不圆满。传说当年林则徐在福
州赴外国使节的宴会时，看见冰淇淋上冒着白烟，误以为是热菜，吹了吹，这个举动被歪果仁当作
笑柄。过了些时日，林则徐在回请外国使节的宴席上摆出了芋泥，歪果仁们想都没想就铲了一大勺
往嘴里填，哪知道上面淋的是滚烫的猪油，最后落了一嘴泡。食材的制作从来没有从一而终的法则
，烹饪的神奇就在于让最原始的味道一步步走向神奇。射雕英雄传里，黄蓉自称最拿手的菜就是蒸
豆腐和炒白菜，两道最常见的菜却把洪七公馋得七荤八素。越家常的菜，越考验功夫。芋泥也是如
此，看似平庸却最能吃出掌勺人的技艺。从选材开始，芋泥的每道工序都有讲究。五花八门的芋头
中，细腻的槟榔芋最适合做成芋泥。削净粗糙的表皮，旺火蒸熟后趁热碾压成泥，这一步是整道菜
的精髓之处，只有经过反复细致的碾压，确保一点小疙瘩都没有，才能做出软糯如泥，入口即化的
芋泥。碾好芋泥，根据口味的偏好，加入红枣、桂花、冬瓜糖、芝麻等等。而最重要的点睛之笔
，就是淋上喷香的熟猪油，芋泥之所以浓稠绵软，都是依赖猪油的浸润。淋油搅拌好的芋泥，盛入
碗中再蒸几分钟，一道让人垂涎三尺的芋泥甜点就完成了。这时的芋泥虽然烫嘴，却也没有几个人
能抵挡它的诱惑，还是忍不住拿起勺子尝一小口。现在，福州的寻常人家已经很少自己动手做芋泥
了。但是，寻觅街头巷尾，还是能找到正宗的童年味道。老药洲街的《没牙伯花生汤》店，其芋泥
却是最出色的。从最初华联商厦门口的小铺，到现在老药洲街上人气最高的小吃店，已是三代传承
。一碗5块钱的芋泥，只撒一撮芝麻，朴实无华，却是最纯正的味道。虽然没牙伯花生汤好像有很多
分店，但疑似山寨，只有老药洲街这一家最好吃！老药洲街里有很多老福州地道美食，没牙伯更是
在此开了几十年，门面很小，环境也比较破旧，但每天的顾客都爆多，正是这种市井味让人流连忘
返。他家只卖五样东西：花生汤、糯米饭、藕糕、花生糕和芋泥，全部点满才12块哟！花生汤甜度
控制得很好，花生软烂，入口即碎，所谓“没牙伯”的意思，就是没有牙齿的老人家也可以吃哟
；糯米饭香气扑鼻，口感劲道却不粘牙；藕糕清清凉凉，解腻爽口，超喜欢；花生糕非常酥、非常
酥！轻轻一碰就碎掉，入口即化，绵绵的口感，喜欢花生味吃货不可错过呦！一道食物，最让人难
以忘怀的就是它最原始的味道，而烹饪赋予了食材生命，能让腐朽化为神奇，璞玉变为美璧。锅边
糊或称“鼎边糊”或“锅边”。其主料为米浆，锅中煮鲜汤（鸡鸭肝杂、虾干、墨鱼干、牡蛎、香
菇、黄花菜等），汤沸后，将米浆淋粘锅边，稍干后铲刮入锅汤之中，随即捞起盛碗可食。其特点
是面薄而卷，汤清不糊，味美适口。锅边糊是福州家家会做、人人爱吃、最有个性的早点。同利肉
燕是福州著名风味小吃，似馄饨而非馄饨，区别在于皮。馄饨皮是面质的，燕皮则是肉质的。通俗
地说就是“馄饨是面包肉，肉燕是肉包肉”。制做燕皮俗称打燕皮，选猪后腿精肉，用木锤捣成肉
泥，摊成薄饼，撒上番薯粉（淀粉），再轻压慢擀至薄皮状，称为“鲜燕”，然后将鲜燕切成5寸宽
的长条叠卷，悬于通风处晾干，即成“干燕”。干燕切成丝状称为“燕丝”，切成片状称为“燕皮
”。干燕皮预先用水浸湿，将鲜鱼肉、猪腿肉剁为肉泥，虾干、荸荠剁成末，加适量骨汤、蛋液、
味精、绍酒、虾油和精盐，一起混合搅拌成馅。在湿软的燕皮一角放上馅，用筷子卷起至中央处
，再将左右两角捏紧，包好的肉燕形似元宝。摆入笼屉旺火蒸5分钟取出，投入沸水锅中，旺火煮再
沸，捞起放入汤碗里，撒上芹菜末，再用熬好的骨汤注入碗里，即成一碗嫩滑溢香的“肉燕”。若
用上述肉馅捏成团，燕皮切成丝，馅团在燕皮丝中滚粘，让燕皮丝缠裹住馅团，然后摆入笼屉蒸熟

，放入碗中再浇上骨汤，撒上芹菜末，便成了一碗“燕丸”。如果不包肉馅，只把燕皮切成丝，煮
熟，捞入碗中，浇上骨汤，撒上葱花，即成一碗“燕丝”。福州肉燕最著名的是同利肉燕，鼓楼区
澳门路的老铺创始于清光绪二年，至今已传承五代140余年，是“中华老字号”。“同利”的第四代
传人陈君凡说，他的父亲陈存谈，从十二岁时开始打制燕皮，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同利扁肉燕
，人人吃不厌”是陈君凡挂在嘴边的广告词。此说在福州街头巷尾流传，广受认同。同利肉燕在福
州不亚于北京的全聚德、东来顺、天津的狗不理等老字号。从前，同利只制售燕皮，现在，为方便
顾客，同利将肉燕包煮好，顾客买回家可直接下汤。肉燕花样也越来越多，由传统单一的蒸煮肉燕
变化出五种吃法：蒸煮肉燕下汤或做火锅料、美味燕丝汤、传统特色燕丸、酒肉包蛋和太平燕。陈
君凡还创出肉燕西餐吃法：将蒸熟的肉燕再油炸，趁热蘸辣酱、番茄酱、咖喱酱、色拉酱等西餐酱
汁，据称这种吃法很受青少年和外国游客的欢迎。永和鱼丸创始人是三坊七巷人氏，叫刘二弟（大
名刘必松）。上世纪廿年代，刘二弟到台湾讨生活，在永和市一家小食店里落脚，以自己娴熟的打
鱼丸技艺，为店老板打工。由于他打制的鱼丸有鱼香味而没有鱼腥味，大受欢迎，店家暴赚。因此
，刘二弟颇得老板器重，也积攒了一些钱，掘得第一桶金。上世纪卅年代初，刘二弟回到福州，每
天挑着自制的鱼丸，敲着叮当作响的碗匙，在三坊七巷里叫卖。不久，街坊里巷的住户们一听碗匙
声音，就知道“鱼丸二”来了，纷纷走出家门品尝他的鱼丸，“鱼丸二”出名了。后来，1934年
，刘二弟开设了第一家店－－永和鱼丸。鱼丸分为鲨鱼丸和鳗鱼丸两种，汤里加入胡椒粉，味道独
特。永和鱼丸在1999年福州风味小吃评比中，荣获二等奖。在其后的数年中，又先后获得“福州市
著名商标”和“中华老字号”称号。2008年，永和鱼丸制作技艺还被认定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鱼丸的具体做法是：是用鲨鱼或鳗鱼剔骨剁茸，加薯粉（淀粉）搅拌成有黏性的鱼肉糜，以之为
皮，再包以猪肉、虾肉等馅料，制成的丸，用高汤煮熟，撒上胡椒粉和葱花，即成一碗莹白晶亮、
韧嫩滑香的鱼丸。木金肉丸1910年（清末溥仪即位第二年）由姚木金创制。用芋头、薯粉、菇粉、
红糖，经复杂工艺熬制成黏稠皮料，再用猪肉、红枣、芝麻和调味品制成馅料，然后用木模成型
，以皮料包馅料制成肉丸，最后摆在荷叶上蒸熟。出笼的肉丸晶莹透亮，如琥珀、似玛瑙，气味芬
香，咸甜适口，脆韧耐嚼，风味独特。姚木金几十年的精益求精，终于创出了名牌，木金肉丸成了
福州家喻户晓的美味小吃。1956年，姚木金的肉丸店实行公私合营，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停业了
。八十年代，福州市举办名牌展销会时，年过花甲的姚依盘（姚木金儿子）制作的木金肉丸被评为
名牌产品。1986年，姚依盘在南后街重开木金肉丸店，这一福州老风味再出江湖。鼎鼎肉绒（肉松
）清咸丰年间，光禄坊刘家大院的家厨林振光，在卤制一锅剩肉时，因故耽误了起锅，等他再回厨
房时，一锅卤肉已经煮烂成糜了，他索性把卤汁煮干，同时把肉糜继续捣烂翻炒，最终，炒出一锅
金黄松软、香气四溢的肉丝，口味极佳！后来，林振光不断试制，终于定型了“肉绒”的做法。于
是，他辞职下海，自己回家做肉绒，挑担叫卖，命名“鼎鼎肉绒”。很快，鼎鼎肉绒成了福州街巷
传颂的风味美食，绰号“林鼎鼎”传开了，而大名林振光却没有几人记得了。光绪年间（1890年
），林鼎鼎在光禄坊早题巷口开设了中国第一家肉绒店。原东家刘步溪亲题店扁“鼎日有肉绒栈在
此”。这招牌拟得妙，“鼎”即是林振光的别称，也是卤肉锅的别称；“日有”意即“日日皆有、
世代常有”。那时的世风真令我辈现代人惭愧！这事若发生在现代，会是这样滴：林振光就职于刘
步溪家大宅门，任食堂厨师，利用刘家原材料、利用工作时间，研制出新产品“肉绒”。然后，携
带秘方辞职下海，创办自己的肉绒店（个体工商户）。生意火了，原东家眼红了，把林振光告上法
庭。判决如下：林振光所创“肉绒”是职务发明，肉绒秘方和鼎日有店应归还刘家，林利用职务发
明某私利，判罚没并坐牢，永远不能再做肉绒。刘步溪是当时福建省盐运使（省盐务局长），与福
州知府（市长）同级，都是四品官。“鼎日有肉绒”美名日盛，还做为福建贡品进献皇帝，誉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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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道“鱼丸二”来了。稍干后铲刮入锅汤之中。人上人人玩人人与人。最快更新好看的电影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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