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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爽贵阳，名声在外，加上这

几年的高铁建设飞速推进， 每逢

夏季， 八方客至， 每每便忙于接

待， 应接不暇。 而朋友到花溪来

玩， 免不了的要去吃一顿外地人

所熟知的贵阳特色牛肉粉， 这就

面临一个选择问题———花溪牛肉

粉，有两大品牌，一曰王记，一曰

飞碗。 都在步行街上，门脸相望，

各擅胜场，不好妄断高下。 但二十

多年前的大学时代， 飞碗更为学

生们青睐，不单是口味更习惯，而

且据说也来历更古早，鄙人较真，

一般都要提醒。

前几天请大学时代的两位老

师吃饭， 他们都是恢复高考后的

第一届大学生，一九七七年入校，

谈到花溪牛肉粉的由来， 说是那

时王记压根还未出现， 飞碗也还

是推着车子叫卖的流动摊贩而

已， 今时颇具代表性的花溪传统

小吃，其实不到四十年历史。

花溪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食

物，即青岩卤猪脚，也是外地友人

来我喜欢推荐的去处。

进得镇来， 满街满巷都卖猪

脚，且率以老字号招徕顾客。 就我

所知，卤猪脚大兴其道，至多不过

二十年的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

后期，因工作之故，时不时就会去

一趟青岩，找家破馆子吃饭，有人

提出想吃猪脚， 店里小工就骑上

摩托车， 带个巨大无比的瑭瓷钵

钵，到附近一处摊子上买来。 忽焉

数年，旅游兴起，来客日众，青岩

猪脚随之名气日增， 经营者也不

囿于某家某记了。 青岩卤猪脚之

佳者，软糯而不腻，啃得太投入，

胶质把嘴巴都黏住， 呜呜呜地连

话也说不清楚，快何如哉。 有个老

大哥曾在青岩镇担任过镇领导，

我跟他开玩笑， 说卖一句广告词

给他，“青岩猪脚： 吃得你脱不了

爪爪” 。 爪爪一语二指，即指猪脚

本身，也指握着猪脚的这双手。

类似的 “新传统” ， 细细考

证，大概远不止牛肉粉和卤猪脚，

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著有 《传统

的发明》一书，说到，“那些表面

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 ，

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

的， 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 ，

其本质 “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

的过程” 。

不多引，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自己买来读读。 我的意思是说，所

谓传统，原本难言。 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传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

忆，每个人所以为的传统，都不一

样。 现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来

去匆匆， 转瞬被人遗忘， 一件事

情、一个吃食，能持续做上二三十

年，大家普遍接受，已经非常不容

易了，说它是“传统” ，可以认得。

街头巷尾，标榜“正宗” 的小

吃不少，虽说是招揽生意的噱头，

却也处处流露出唯我独尊的自

豪。 我写这组专栏，多少有这么一

个意思， 即消除关于小吃乃至于

文化的狭隘见解， 盖饮食跟人的

流动和交融息息相关， 于是乎也

就不断演变创新， 越发地丰富多

彩。 如果只找那些所谓根正苗红

的小吃才着笔，大概不现实。

吕叔湘先生译罗伯特·路威

先生的《文明与野蛮》，在后记中

写道：“文明不是哪一个或者哪几

个民族的功劳， 而是许多民族互

相学习，共同创造的” 。小吃虽小，

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结果，

当然也要 “互相学习， 共同创

造” ，不会例外。

遇书房，男，上世纪七十年

代生于贵阳，大学本科，中

文专业。 曾在媒体工作十

八年，现供职某文化机构。

·遇食遇言·

味精、 鸡精是很多家庭都会

用到的调料， 它可以让食物的味

道更鲜美。不过，网上总是流传着

“味精加热超过 100℃时会形成

焦谷氨酸钠， 危害健康甚至致

癌”的说法，到底正确吗？

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

这也是鲜味的来源。 谷氨酸钠在

超过 120℃时，容易转变成焦

谷氨酸钠。但实际上，焦谷

氨酸钠并不会致癌，只

是没有鲜味而已。 况

且，味精的说明书都

会建议我们出锅

前放味精。 出锅

前放味精， 温度

并不太高， 完全

可以放心食用。

国际上的权威机构

围绕味精的安全性做了大量的评

估研究，目前都没有发现味精能产

生某些危害。只有个别动物实验发

现：在“大剂量”摄入下，对于某种

非常敏感的老鼠可能会产生神经

毒性。 不过要达到这种效果，所需

要的剂量远远高于人类食物中可

能食用的量，正常饮食根本达不到

那个量。

目前国际上的权威机构，比

如美国 FDA、 美国医学协会、联

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的食品

添加剂联合专家组 （JECFA）都

对味精进行过评估和审查。

JECFA在评估中认为，味精没

有安全性问题，在食品中使用“没

有限制” 。 美国 FDA的一份报告

认可“有未知比例的人群可能对

味精有所反应” ， 但整体而言，他

们赞同 JECFA的结论， 把味精归

入食品分类中最安全的“一般认

为无害”一类。 正因如此，国际上

很多国家都允许把谷氨酸盐作为

食品添加剂使用。比如，欧盟、澳新

和我国都允许味精的使用。

不过，从营养的角度来看，味

精的最大问题是钠含量比较高，

多吃无益。 高钠饮食容易导致高

血压， 还可能增加患Ⅱ型糖尿病

和冠心病等疾病的风险。 综合

不够“传统”的所谓“传统”

味精加热后有毒？ NO！

美味蒸菜 有营养不油腻

粉蒸排骨

材料：猪小排 500 克、蒸肉米

粉 50 克、郫县豆瓣酱 10 克、姜片

少许、香葱 2 根、生抽 5 克、老抽 2

克、白糖 2 克、十三香 2 克、辣椒面

少许、花椒油少许、白胡椒粉少许、

鸡精 5克、土豆 1个。

做法：1. 锅中放入少量油，小

火将油烧温热时放入郫县豆瓣酱。

2.小火炒制豆瓣酱，豆瓣酱炒

出香味，并出红油即可关火备用。

3. 将小排冲洗干净， 控干水

分。 准备好葱段和姜片。

4.排骨中让入葱段、姜片、盐、生

抽、老抽、糖、十三香、白胡椒粉。

5.再将炒好的豆瓣酱放入，将

其充分拌匀，腌制 1小时。

6. 排骨腌制好后放入辣椒面

和花椒油拌匀。

7.再放入蒸肉米粉调拌均匀，

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米粉。

8. 土豆去皮洗净切块放入碗

底，再把排骨放在上面。

9.蒸锅中放入足量开水，把排

骨碗放入锅中。 开大火，上气后蒸

制 50 分钟即可， 蒸好后不要立即

开盖，要等消气后才可取阀揭盖。

蒜蓉粉丝蒸虾

材料：虾 250 克、粉丝 1 把、小

葱 1 根、蒜 2 个、姜 2 片、生抽 1 小

勺、鸡精 5 克、白糖 10 克、醋 1 小

勺、盐少许、油适量。

做法：1.粉丝泡软。

2.将虾头切掉，去虾线，粉丝放

盘内上面铺上虾。

3.葱、蒜、姜切末入炒锅炒香。

4.将炒香的蒜末铺在虾上。

5.将生抽、盐、鸡精、白糖、醋放

碗里调开，倒入虾盘里，上锅蒸 8 分

钟即可。

6.出锅放上葱丝，即可食用。

材料：鸡爪 500 克、老抽 1 勺、

生姜少许、 白糖 1 勺、 生抽 15 毫

升、耗油 10毫升、生粉少许、八角 1

个、桂皮 1 个、白醋少许、盐少许、

油适量。

做法：1.先把鸡爪剪去指甲，洗

净后用刀一分为二。

2.放入姜片冷水起锅，大火烧

开。 水开后加入适量白醋和一勺白

糖，中火煮 5分钟。

3. 把煮好的鸡爪洗净控干水

份。

4.锅中宽油，五成热时下

鸡爪炸至表面变黄。

5.炸好的鸡爪迅速泡入冰

水中。 另用温水把花生泡上。

6. 泡三小时后鸡爪表面皱

皱的像虎皮一样就可以了。

7.备好姜片，八角，桂皮，用适

量蚝油，老抽，生抽，白糖，盐，生粉

加少许温水搅匀调成酱汁。

8.锅中放少许油把生姜，八角

和桂皮下锅煸香出味。

9.加入酱汁烧开，把鸡爪下锅

中翻匀。

10. 接着加入泡过的花生，边

翻动边煮 1 分钟，使之能均匀的裹

上酱汁。

11.最后把鸡爪连同酱汁一起

移入盘中，上蒸锅蒸 40分钟即可。

时间

酱汁蒸虎皮凤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