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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专业吃货,小吃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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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贵阳人提糯米饭真有班

门弄斧之嫌， 贵阳人向来习惯

早起吃一团糯米饭， 糯米饭和

牛肉粉、 肠旺面堪称贵阳早餐

“三巨头” 。糯米饭无需坐下来

吃，塑料袋一裹，捏在手里边走

边吃，冬天还有暖手的功效。

据老一辈的贵阳人讲，贵

阳的糯米饭至少可以追溯到

50 年代，因为他们的父辈就是

靠着糯米饭颐养一日之朝。 旧

时的贵阳糯米饭，没有海带丝、

洋芋丝那些“花样” ，也不用酱

油增色，佐料就只有油辣椒、脆

哨、白糖、引子（苏麻）、葱花。

50 年代糯米饭一角钱一份，多

付五分钱还可以加几片香肠。

很多老贵阳人都记得都司

路上的黄记糯米饭， 碗是陶瓷

做的缸钵，脆哨脆嘣嘣的，油辣

椒又香又辣， 颗粒饱满的糯米

饭带着韧性，在嘴里越嚼越香。

上海人也吃糯米饭， 听前

辈吃货们讲，上世纪 90 年代的

上海，早餐有“四大金刚” ，即

烧饼、油条、豆浆、粢饭团，其中

粢饭团就是糯米饭。 上海人用

大木蒸笼将糯米蒸熟， 捏一团

给顾客，不加任何佐料，如果饭

量大的人可以再夹一根油条在

里面。

在贵州黔东南的一些偏远

村落，村民似乎不怎么吃大米，

主食都是糯米为主， 去到肇兴

侗寨这样的景区， 还能吃到夹

着一大块烤猪五花、 咸菜做陪

的糯米饭团，很有乡野味，也特

别能抗饿。

小时候在遵义长大， 读中

学的时候尤其钟爱豌豆糯米

饭，汤吃糯米饭并不多见，是遵

义的一大特色小吃， 煮烂的豌

豆汤盖在糯米饭上， 别提有多

鲜香，不过一碗下去就饱了，胃

只剩下一点空位， 正好用一块

恋爱豆腐果来填。

贵阳糯米饭跟很多地方相

比都显得更缤纷， 包括贵阳菜

系也有浓郁的“混搭风” ，就好

像贵阳的女娃子， 穿衣打扮总

有不同的路子， 风格隔天一个

变，乡村风、复古风、佛系风、朋

克风都能拿捏。

贵阳人喜欢把享受生活放

在第一位， 就连他们的饮食文

化也是如此。那么，做一款五彩

糯米饭吧， 就让早餐也像万花

筒一样。 问菩 文 /图

做款五彩糯米饭

早餐也像万花筒

五彩糯米饭做法

第一步：准备食材，糯米半

斤，土豆一个，胡萝卜两个，青

豆两把，洋葱半个，香肠一截。

配料需要蚝油、生抽、老抽、盐、

猪油。糯米提前泡发 2小时，同

时将土豆、胡萝卜、洋葱切丁，

香肠切片或切丁。

第二步：热锅下适量猪油，

先炒香洋葱，再放入土豆、胡萝

卜、 青豆翻炒至半熟， 加入蚝

油、生抽、老抽炒匀，然后用碗

盛出锅。

第三步：锅内放适量猪油，

煸炒一下香肠，然后放入糯米，

加入蚝油、生抽、老抽、盐炒匀，

炒至糯米开始发黏后用碗盛出

锅。

第四步： 之前炒好的蔬菜

倒回锅中， 再把糯米饭盖在上

面， 倒入一杯水盖上盖子小火

焖，注意一定要用小火，免得会

糊，需要焖半小时左右。如果想

保证不糊，可以在电饭锅里焖。

第五步： 五彩糯米饭焖好

翻匀可以吃了，黄色的土豆、红

色的胡萝卜、绿色的青豆，还有

肉色的香肠跟白色的糯米呈现

出五种色彩，好吃也营养。

·黯石记

夏天是个美好的季节，万

物沸腾，鸟叫虫鸣，舌尖的神经

系统也活蹦乱跳起来， 寻找可

供消遣的猎物。

在没有冰箱和空调的年份

里，应对酷暑的无非是大

蒲扇、凉席、冷水澡和凉

白开， 碰到较真的夏

天，会比较惨。于是大

人们都在说： 心静自

然凉， 用内心的安之

若素抵御屋外的高温

强晒， 愣头小子哪管

这些， 搜出游泳裤找

个水库鱼塘的泡上大

半天， 晒得夜里都可

以隐形。

附近的工厂似乎

也热得不想开工，厂房屋

檐下坐满了乘凉的人， 偶尔有

几个拖着冰棍骑车而过的货

郎，也被断下来买个痛快，长途

贩售变了短途清仓。 那时的冰

棍有三宝：橘子、菠萝和绿豆，

最尊贵典雅的是牛奶雪糕，要

能吃上几乎比拼得上过年的待

遇。

货郎的自行车上还有一种

凉糕，晶莹剔透、甜糯香弹，一

条滑下肚去，凉悠悠的，像是让

肠胃吃了清凉油。可恨的是，成

年后再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凉糕像是滑溜溜地掉进了时间

的黑洞，遁形于回忆中。

冰凉的井水是最好的消暑

饮料，碰到泉眼好的井水，一瓢

下肚， 能浸得后脑钝痛前额出

一头毛毛汗， 井水舀出来倒进

水桶， 桶壁上也是雾蒙蒙一片

水珠子。

回家把皮蛋剥开洗净，泡

一盆冰凉的井水， 丢进去放上

半个时辰， 切开用小葱香菜酱

油香醋一拌， 体温也能下降那

么一点。

对夏天进行一次聊胜于无

的还击， 最嚣张的方式莫过于

买一整个西瓜来， 丢进水井里

泡着，等在附近玩累了，再把冰

透的瓜打捞起， 找来尖利的石

头破开，一人举着小半个瓜，水

冷瓜甜，把脸抹上去吃个透彻。

只不过有时候从幸福的顶端跌

落到残酷现实中， 中间并无过

渡———野孩子满腔热血杀回来

时， 瓜已被不知哪里跑来的馋

嘴小偷给捞走， 徒留一汪冰水

迎热泪。

最受不了的是暑假坐长途

客车， 晃晃悠悠老是不能抵达

目的地。漫长的旅途之中，或许

能碰到三五个人齐心协力上演

的“健力宝” 瓶盖中奖诈骗把

戏， 津津有味地看着无人接茬

的尴尬和有人上当的痛惜。

那时的“健力宝” 算是殿

堂级消暑大饮， 在没有可乐和

冷饮的年代， 它在夏天的地位

不亚于今天的茅台。 若是有冷

冻的装备让其冰凉， 更是足以

让最高贵的头颅低下， 俯首臣

称。这种橘子味道的饮料，跟体

操王子绑定在一起， 为旅途中

的骗子们增加了故事的成色，

但是作为不可教也的小屁孩

们， 只关心假健力宝罐子里面

是不是有真饮料，如果有，那骗

得也算是光明磊落。 又假设哪

个小孩居然不喜欢喝健力宝，

那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位同僚的

人生必然以失败告终。

夏天里， 除了外部救赎之

外， 还有授人以渔式的抗暑方

式。 比如说邻居们都喜欢泡一

大玻璃坛子的橄榄， 美美地放

在客厅，供来人瞻仰，也供来人

混嘴。无可救药的小孩们，一进

门就拿眼珠子直勾勾地锁定那

个绿油油的玻璃坛子； 无可救

药的大人们， 一进门就拿眼珠

子直勾勾地锁定旁边那个里面

装了蛇的药酒玻璃坛子。

于是， 后面的故事自然是

宾主尽欢觥筹交错忆往昔峥嵘

岁月， 而满地乱跑的娃兜里和

手里都塞满了橄榄。 黄黄绿绿

的橄榄， 放到嘴里是一片苦涩

的味道，硬着头皮嚼一阵子，就

会自动分泌悠悠而来的甜唾

液，绵绵不绝，直到吃得嘴角溢

出哈喇子， 那些溢满口水的回

忆，想想都很过瘾。

那时夏天总觉漫长， 暑假

无事可做， 跑去地里掰来新鲜

向日葵，又嫩又脆，偷偷爬上农

夫装满麦子秸秆的马车， 背对

着前方吃着鲜葵吐着皮， 葵花

籽肉嫩多汁， 吃起来香脆甘甜

唾液横飞， 看轮下的马路曲曲

拐拐越拉越长。 等到葵花吃完

百无聊赖， 再溜下车来慢步走

回家……

多年以后的夏日在香港中

环暴走，汗如雨下，索性躲进路

边的店子，点了一大杯“冻柠

乐”（柠檬可乐加冰块），吹着

冷气看神仙过路。 想想以前小

时候，夏日炎炎，心静自然凉，

搬根小板凳坐在堂屋门口吹

风，吹啊吹的就吹睡着了。

黯石

有关夏天的舌尖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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