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法：

1.南瓜洗净切块，摆入盘中。

2.锅内热油，倒入姜末和切好的香菇丁爆香。

3.再下入梅干菜一起翻炒。

4.加入一大勺糖，10ml 生抽，5ml 老抽，翻炒一下试试看味道，不够咸可

加点盐。 出锅前加少许白胡椒翻炒均匀即可。

5.将炒好的梅干菜盛装在南瓜上，先大火烧开水，然后盖盖子小火焖蒸

20分钟左右。

6.出锅后撒点葱花和小米椒点缀即可。

南瓜的清甜软糯，梅干菜的酥烂咸香，特别下饭！

有句话将食材的搭配描述得入心入理：若以人情世

故来看食材的相逢， 有的是让人叫绝的天作之

合，有的是叫人动容的邂逅偶遇，有的是令人击

节的相见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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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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书房

朋友在微信里发了一篇

文章给我，题目叫做《国家面条

地理》，上来就说有一桩十几年

前的考古发现， 在青海喇家遗

址找到了一碗 “卷曲缠绕的面

条状食物遗存” ，从而“一举将

中国人吃面的历史往前推移到

了四千年前” 。

作者继续说，“此前，中国

关于面条的历史记忆， 最早只

能追溯到东汉。而在世界上，意

大利人和阿拉伯人都自豪地认

为自己是面条的发明人， 以面

为主食至少有两千年历史” 。

孰先孰后， 也重要也不重

要， 需要科普一下的

是，制作面条的

原料需要一

定 的 面 筋

蛋 白 ， 否

则不易达

到拉伸

的 效

果。而中国原产的主要食物，在

这方面似乎都缺乏优势， 故而

一般认为， 现代人做面的主要

原料小麦， 大约也在公元前两

千年左右，只是，就文献记载而

言， 中国人较为普遍的食用面

条，是在东汉时期，刘熙《释

名》说，饼有“蒸饼、汤饼、蝎

饼、髓饼、金饼、索饼” 等，其中

提到的“随形而命之” 的索饼，

大约就是面条。

魏晋以来，记载就更多了。

比如束皙《饼赋》就说，“朝事

之笾，煮麦为面” 。 明明确确将

小麦和面条联系了起来， 而在

喇家遗址考古发现的面条状

物，其成分经分析研究，乃是小

米和黄米（俗称糜子）的混合

物，这让科学家犯疑，因小米、

黄米都缺乏面筋蛋白， 如果不

掺入其他东西，极难做成面条。

我倒觉得不是问题， 最近碰巧

看到一个叫做 《早餐中国》的

纪录片， 其中一集便讲到宁夏

中卫的蒿子面， 其名得自于宁

夏特有的一种植物野蒿草的果

实蒿籽， 其色灰， 掺到面粉里

和面做成面条， 不仅有一种野

草的香味， 更能增加筋道和爽

滑， 老板甚至说， 加入的比例

要合适， 三斤面粉只能加一两

蒿籽， 多了就擀不开也嚼不动

咯。

我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君

不见， 中国广大的南方地区，

不也轻轻松松将同样缺乏面筋

蛋白的大米做成了条状的米

粉，历史也悠久无比。

讲回面条跟早餐， 前后两

季， 差不多已经播出四五十集

的 《早餐中国》， 谈及的早餐

中， 涉及到面条的颇为不少，

其中就有咱们贵阳的肠旺面，

带给我莫名的自豪感。 很奇

怪，每到冬季，寒湿侵骨，我每

每最想吃到嘴的， 就是一碗热

面。

面条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最

常见和热爱的食物之一， 不需

外出觅食， 家家户户都有自己

的绝招，味道不输名店。小时住

在外婆家，老人家有个煮法，叫

我至今喜欢，按照外婆的说法，

叫做“烂糊面” 。做起来一点不

复杂， 最好用不那么劲道的水

面条，多煮一会，煮到不那么劲

道的程度， 多少带点糊再捞起

来，盛入碗中，略加面汤，再浇

入酱油、肉末、葱花、油辣椒，最

后也是最关键的， 是一勺子猪

油，快速拌匀，稀里糊涂地吃下

去，暖心又暖胃。

四千年前遗存下来的那碗

面， 毫无疑问也是这样一碗家

常无比的面条， 至少在我这样

的俗人看来， 撇开考古学的问

题不谈，背后所隐藏的，只是古

往今来无论东方西方对面条这

个食物的热爱。

穿越古今四千年的面条

南瓜和梅干菜相遇

无意间撞出好味道

梅干菜是绍兴常见的乡土菜，许多老一辈的人都喜

欢居家自制。 梅干菜的原料分好多种，有芥菜的，油菜

的，雪里蕻等。梅干菜的制作方法，通常先将它们洗净放

在阴凉通风处堆放晾干，待菜叶变成黄绿色，变焉儿时，

就可以切成丝了。 撒上盐，在盆里用手揉搓出汁后装进

罐子中，密封腌制十天半个月再取出晒干，此时的梅干

菜油光发黑，香味扑鼻。

当然，很多人并没有腌菜的经验，尤其是现在的年

轻人，根本没时间去整这玩意儿。 但外面买的梅干菜品

质优劣难辨，不是泥土多，就是味儿不正，很可能不同年

份和品质的梅干菜早已掺杂在了一起。所以想买一定要

认准商家，切忌贪便宜，制作前更要多清洗几遍，去除杂

质。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菜品就和梅干菜有关，而且是无

意间发现，南瓜和梅干菜搭配，烹饪出来的味道出乎意

料的好，而且做法简单，不需要半点厨艺。

做菜

不难

食材：

泡发梅干菜 100g

香菇 3个

南瓜 500

姜末

糖

盐

老抽

生抽

白胡椒适量

梅干菜蒸南瓜

1

2

3

4

5

6

美食

故事

佛跳墙是一道非常有名的闽菜，相传

源于清道光年间， 距今已有两百年的历

史。 此菜以十八种主料，十二种辅料制作

而成。 其中原料有：鸡肉、鸭肉、鲍鱼、鸭

掌、鱼翅、海参、干贝、鱼肚、水鱼肉、虾肉、

枸杞、桂圆、香菇、笋尖、竹蛏等等。 调料

有：蚝油、盐、冰塘、加饭酒、姜、葱、老抽、

生油、上汤等。 三十多种原料分别加工调

制后，分层装进绍兴酒坛中。 坛中有绍兴

名酒，酒与料调合后，先以荷叶封口，而后

加盖。 用质纯无烟的炭火(旺火)烧沸后再

用微火煨五、六个小时而成。

此菜民间有三种传说。

其一：据说此菜最初由当时福州官钱

局一位官员的内眷所做。 这位官员设家宴

请布政使周莲，菜上桌后香飘四溢，周莲

品尝后赞不绝口，命家厨郑春发仿制。 郑

春发十几岁就开始学艺，曾在京、杭、苏、

粤从厨深造，手艺极高。 他请教了官员的

内眷之后，回家对此菜进行了改造，原料

多用海鲜， 少用肉， 并起名为 “坛烧八

宝” 。 后来，郑春发集股开办三友斋菜馆，

后又更名为聚春圆。 根据一些美食家的建

议，郑春发不断改进此菜的配料，并正式

起名为“福寿全” ，为聚春圆的第一菜。 许

多美食家、 文人墨客都慕名远道而来，品

味此菜后，赞叹不已，席间有一秀才以诗

助兴道：“坛启荤香飘四邻，佛闻弃禅跳墙

来” ，此菜便以“佛跳墙” 之名而流传至

今。

其二是：福建风俗。 新媳妇出嫁后的

第三天， 要亲自下厨露一手茶饭手艺，侍

奉公婆，博取赏识。 传说一位富家女，娇生

惯养，不习厨事，出嫁前夕愁苦不已。 她母

亲便把家里的山珍海味都拿出来做成各

式菜肴，一一用荷叶包好，告诉她如何烹

煮。 谁知这位小姐竟把烧制方法忘光，情

急之间就把所有的菜一股脑儿倒进一个

绍酒坛子里，盖上荷叶，撂在灶头。 第二天

浓香飘出，合家连赞好菜，这就是“十八个

菜一锅煮”的“佛跳墙”的来头了。

其三是：一群乞丐每天提着陶钵瓦罐

四处讨饭，把讨来的各种残羹剩菜倒在一

起烧煮，热气腾腾，香味四溢。 和尚闻了，

禁不住香味引诱，跳墙而出，大快朵颐。 有

诗为证：“酝启荤香飘十里，佛闻弃禅跳墙

来。 ”

佛跳墙的由来

稿件来自网络

据《美食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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