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美食的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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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得自家君莫管

老友小欧， 以前出现在

这专栏里过一次， 那一篇的

题目叫做《素不过三年》，文

中写到，“好友某生， 吃素三

年，某日路过菜场，闻道扑鼻

的炒脆哨香，再也把持不住，

买了半斤回家，一气干掉，重

归我们普通人的怀抱。 至少

对我来说， 从此见面压力小

多了，喝酒吃肉，泡茶解腻，

岂不快哉？ ”

时不时， 小欧就会提到

这事， 说是我为他专门写过

文章。

开戒了好， 上周在他家

聚会， 特意下厨烧菜， 名为

“四大皆空” ，用他自己的话

来解释，是宴客之前，百度了

宜于红烧的前四名食材，分

别是带皮五花肉、排骨、牛肉

和猪脚，再配之以干豇豆、萝

卜干、 豆腐皮等等， 加干辣

椒、大料，不用水，只添黄酒，

红烧成一大锅， 非常入味软

糯，搭一碗红米饭吃，过瘾之

极。

周末回爸妈家吃饭，也有

一锅红烧肉，父亲刚自浙江老

家上坟回来，带了当地的春笋

若干，正好烹食，一大碗端上

桌，须臾便尽，饭也多吃了半

碗，香甜无限。

我弄红烧肉，在朋友中也

颇有名声， 与黔式烧法不同，

不用五香八角之类的大料，只

加一块拍开的生姜，分层清晰

的带皮五花肉洗净切大块，入

水烧开，去除血沫。 以上好酱

油、黄酒、冰糖调好，烧开改文

火，烧三小时，味道无有不好。

至于添头，冬春则笋，其他季

节则干笋，最为相宜。 平生第

一次做，是在朋友家里，起锅

前半小时， 提前煮好数枚鸡

蛋，剥净同烧，捞出对切两瓣，

稍浇红烧肉汁，另得一盘菜，

一样受欢迎。

为此曾写过打油诗，其中

有句曰：“……食肉者鄙早知

之，箪食瓢饮甘我腹；何耐口

中鸟淡出，黄州副使减俸禄：

居停宁无竹，每餐须有肉。 我

自快朵颐，饱食享口福。 ”

所谓“黄州副使” ，是指

苏东坡， 他因乌台诗案的牵

连， 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政

治失意，生活困窘，每日度支

限一百五十文，好在当地猪肉

质优而价廉， 他吃后痛赞，写

下千古名句：“净洗铛， 少著

水，柴头罨烟焰不起。 待他自

熟莫催他， 火候足时他自美。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贵

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

起来打两碗， 饱得自家君莫

管。 ”

唱和前贤， 唐突之罪，还

望恕我。

想要岔开来说几句的是，

在苏东坡的时代，猪肉远不如

羊肉高贵， 所以才会有所谓

“价贱如泥土” 的说法，有一

个旁证，出自陆游的《老学庵

笔记》卷八：“建炎以来，尚苏

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

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

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

如苏文不熟，不仅吃不上

羊肉，连猪肉都煮不好。

遇书房

2018年 10月， 和闺蜜两

个人跑去了南疆。

飞到乌鲁木齐的第二天，

我们就收到了三份问候：大

雪、罚单、高速封路。 对，还没

开出城市就领到了新鲜出炉

的罚单。 这一天，8 小时的自

驾，路过戈壁，看见沙漠和棉

花地，累并快乐着，途中还撞

到一只鸟，晚上 9 点终于吃到

第一口新疆烤羊肉。

旅途永远不缺故事。

有一天夜宿阿克苏市，在

市里的一家人气餐厅 3 号仓

库吃饭， 第一次吃到丁丁炒

面、浇汁袈裟。 晚上 9 点半回

到酒店，闺蜜疑神疑鬼地望着

我说， 有没有感觉地板在跳？

其实我可能是吃涨昏了，附和

她说好像真的晃。

也没有拿什么值钱的东

西， 两个人就跑去了大堂，抓

着前台问东问西。

“你们这里是不是在地震

呀？ ”

“没有啊，要是地震，灯早

就晃了。 ” 她指了指头顶上的

挂灯说，“这个灯特别不牢。 ”

闺蜜很相信她的直觉，我

只好陪着她到酒店的停车场

上站着，挺二的聊着天。 后来

站不住了，我劝她和我回房间

睡觉。

还没睡踏实，感觉床也在

跳了，但是又特别困，两个人

互相说了一声：“床也在跳。 ”

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看见太

阳好好的。

我们一路往南开， 遇见了

好些有趣的人， 在尉犁县的一

间客栈里， 大冷天一个光着膀

子纹着花臂的男人格外打眼，

我对闺蜜说， 他肯定是客栈老

板。

第二天吃早餐，看见他正

在蒸馒头，我对他说，你一个

客栈老板还亲自下厨，真是难

得。 他吃了惊，问我是怎么看

出来他是老板来的？ 我只是笑

笑。

后来我们开车去另一个

县城，他非要带路，开着一辆

宝马在我们前面给我们开道。

他说他是浙江人，来新疆已经

20多年了，也没想过要回去。

有一天我们去了克孜尔

千佛洞， 克孜尔千佛洞有 200

多个洞窟，我们去的时候却只

开放了 6 个，花 60 元听讲解，

每个洞有个讲解员，要把票撕

成 6 份分别给他们，最后一个

洞的讲解员长得尤其漂亮，很

有西域风情。

我明显觉得 6 个洞窟不

过瘾，想偷偷往里走一点去看

看别的洞窟，结果还没走出 10

米，检票的大姐就拿着喇叭在

我们背后喊：“你们两个不要

再往前走了，那边没有开放是

禁区！ ”

有些沮丧地走回来，一个

卖水的小哥却低着头一边整理

画册一边说出极具哲理的话：

“人都是要生病要死的， 壁画

也一样，感悟到它曾经存在过

的轨迹就好。 ”

小哥说他从扬州来，刚开

始只卖水，后来总有游客向他

问这问那，问的人多了，小哥就

开始认真研究起石窟来，各种

图案以及图案的寓意了然于

胸，他开发了很多周边，画册、

冰箱贴、邮票一摞一摞地被他

运了来。 和他聊天，比石窟里

面那 6个死记硬背的讲解员有

趣多了，他会告诉你那些壁画

的趣味所在。

当然，除了这些有趣的人，

新疆美食也是不能遗漏的，还

记得在库车县的老尔沙馕坑烤

肉店，一个巨大的黄色馕坑像

镇店之宝一样摆在店门口，里

面的烤羊排、烤羊脖总是取之

不尽，我打包了一只烤鸽子，它

给副驾上的我带来了一段难忘

的好时光。 问菩

南疆的烤鸽子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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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SHI

迷迭香烤鸽子制作方法

生活是一门学问， 如果你能学着 “偷

懒” ，也许会变得更有乐趣。 今天为大家整理

10 条实用的生活小妙招， 赶紧收藏起来，绝

对用得到。

1、炖汤放点醋

炖排骨或炖汤时，放点醋，有利于钙的吸

收。

2、煮面加匙油防溢

煮面时在水面加一汤匙油， 面条就不会

沾了，还能防止面汤起泡沫溢出锅外。

3、煮鸡肉加黄豆

在煮鸡的锅中加入一些黄豆同煮， 不仅

肉嫩、熟得快，且提高营养。

4、轻松剥鱼鳞

剥鱼鳞之前把鱼泡在盐水里， 鱼鳞会很

容易脱落。

5、煮绿豆先冰冻

绿豆、黄豆、赤豆等煮后冷却再入冷冻室

2小时，取出再煮能快速煮烂。

6、巧剥大蒜

剥大蒜前，用水把整个蒜头泡一下，剥起

来会容易很多。

7、巧取核桃肉

把核桃放进锅里蒸 10 分钟，取出放在凉

水里再砸开，就能取出完整的桃核仁了。

8、洗黑木耳

洗黑木耳时，放一点点面粉，能洗得更干

净。

9、炒出透明虾仁

将虾仁放入碗内， 加一点精盐、 食用碱

粉，用手抓搓一会儿后用清水浸泡，然后再用

清水洗净，这样能使炒出的虾仁透明如水晶，

爽嫩可口。

10、炒藕丝不变黑

炒藕丝时，一边炒一边加些水，能防止藕

变黑。 美君

第一步： 剪几

支迷迭香。 自己可

以在花钵里种迷迭

香， 很好养的一种

香料。

第二步：洗干净

鸽子， 去除内脏，用

纸吸干鸽子身上的

水分。 制作酱料，将

盐、菜籽油、蚝油混

合，并挤入少许柠檬

汁，调均匀后抹在鸽

子身上，抹的方式趋

于按摩。

第三步： 切几

瓣大蒜， 和迷迭香

塞到鸽子肚子里。

第四步： 用牙签

给鸽子的脖子固定位

置， 放入烤箱开烤，

200 度烤 10 分钟后

取出刷酱汁， 如此反

复 3 次， 第四次取出

来刷上蜂蜜， 继续烤

10分钟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