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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贵阳美食，很多人的印象里，一定是酸与辣的狂欢。
贵州山水相连，独特的地理气候和地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美食，贵阳人的智
慧也融在其中。 如何做、怎样吃，说得头头是道，做得有模有样。
不过，随着人们对吃的要求提升，对不同口味的接受度越来越广，贵阳如今已
经成为一个容纳四方美味的城市。 “
寻味贵阳” 栏目，带读者寻找藏匿在贵阳“咔
咔角角” 的美食，回忆那些记忆里的味道，体验新鲜的口感。

寻 未贵阳

中国美食
故事多

“
楚霸王杂烩”

贵阳老街巷里
那一碗面的味道

据资料显示，肠旺面、肠旺粉在贵阳岀
现始于晚清，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过去
的贵阳城，北门桥、六广门和南门桥的肠旺
面最为有名。当年的北门桥是集市，猪肉摊
贩巧妙地串联起猪血旺、猪大肠和槽头肉，
加上贵阳人喜好的香辣滋味， 演变出一碗
唤醒味觉的肠旺面。
从中华路穿入科学路， 再慢行到醒狮
路上，清净的道路似乎脱离了都市的喧嚣。
老房子、老店，带领着路人回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贵阳人的早餐目录里，肠旺面是排
名靠前的必吃早餐之一。开了 20 多年的醒
狮路肠旺面， 是附近居民不能忘怀的老味
道。
80 多岁的老人递给莫老板一张绿色
钞票，“
两碗肠旺面！ ” 莫老板找给老人零
票，回应一句：“
坐嘛，还是老样子哈？ ” 落
座小店吃面的多半都是回头客、老主顾。多
年来，莫老板记住了很多客人的吃面习惯。
哪个少放油、 哪个要宽汤、 哪个要嫩血旺

菜好吃
不难做

……他都记在心里。 一位中年男子扫码付
了钱，递给莫老板一个不锈钢饭盒。“
一碗
在这吃，三碗带走哈。 ”“
好勒！ ” 莫老板边
答应，边熟练地煮面、烫血旺、舀汤……
面脆，宽汤，重红，免青……这是老贵
阳吃肠旺面的暗语。面汤并非清汤，必定是
猪大骨与豆芽调煮的鲜汤； 看着红彤彤的
红油， 其实香味重辣味轻。 血旺轻薄又滑
嫩。老板抡着一个大勺，舀一勺红艳艳的血
旺，在滚烫的汤里来回晃，几秒的时间，待
血旺的表面呈现灰褐色，便扬起大勺，将烫
好的血旺倒进充斥着红油的面碗里； 洗净
的肥肠， 在红汤里格外抢眼， 用筷子夹起
来，肥肠在筷子中间快乐地抖动着，油亮诱
人，嚼起来软糯而绵香，很有满足感；脆臊，
不知道经过了什么工艺， 浸泡在油汤中竟
也不会绵软， 嚼起来依然是嘎嘣嘎嘣的
……这些配料，丰富了肠旺面的口感，更增
添了吃面的乐趣。
1993 年， 醒狮路肠旺面开张迎
客。 肠子，都是自己洗、汆、煮；脆
臊， 每天要消耗掉 30 斤的槽头
肉； 鸡， 每天要炒二三只；红
油，莫老板亲自炒制。 说起辣
椒的制作，莫老板略有“隐
瞒” ：“各家有各家的讲究。
花溪辣椒、遵义辣椒要按比
例制。 ”
20 多年， 莫老板 “固
执” 地保持着老味道。 在他
眼中，一碗正宗的肠旺面得做
到“
三脆” ：面脆、脆臊脆、豆芽

脆，“
面不能煮到粘牙。这是老传统。” 店虽
小， 却是莫老板心中的坚守。 “这么多年
了，不做认真点守不住。 ”
每天早上 7 点开门营业至下午 2 点，
食材估清后， 莫老板便和店里其他伙计一
起，张罗着为次日的经营做准备工作。莫老
板对于肠旺面，有着自己的一番见解：大骨
与豆芽调煮的鲜汤，清透又香浓，像是百姓
人家有滋有味的小日子；文火煨炖的肥肠，
口感香嫩味浓郁； 血旺在面锅里 “水上
飞” ，嫩滑得像豆腐；红油如朝阳，透亮辣
香又不腻；鸡蛋面细如绸缎，黄似霞光，裹
着红油和鲜汤，连接起生活的各种滋味。
吃碗肠旺面， 好似用丰富鲜辣的口感
开启“
红火常旺” 的日子。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杜立

蒜泥拌鸡蛋 滋味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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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泥拌鸡蛋
食材：
鸡蛋 3 个
小米椒 1 个
青尖椒 1 个
大蒜 5 瓣
蒸鱼豉油适量
香醋适量
香油 1 茶匙
白糖少许
食盐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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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鸡蛋表面清洗干净；锅里倒入清水，
放入洗净的鸡蛋，开火煮熟。
可顺带煮些鹌鹑蛋，适合小孩子吃。 网
上说，煮鸡蛋前将鸡蛋轻轻晃一晃，煮好的
鸡蛋更匀称好看。 管它是真是假，试试也不
妨。

鸡蛋煮 10 分钟， 捞出放入冷水中浸泡
至鸡蛋凉透（这样蛋壳易剥）；用刀将剥好
的鸡蛋和鹌鹑蛋切成小块，放入碗中备用。
切鸡蛋前让刀子过一遍水，这样蛋黄和
刀子不易粘在一起。

馒头
话说诸葛亮率军征讨孟获来到泸水。
当时正值五月，天气比较炎热，由于泸水
含有有毒物质而且瘴气太浓， 太阳一照，
毒气蒸发，士兵们生病和死亡的人数越来
越多。 诸葛亮的手下出了一个迷信的主
意：杀死一些“南蛮” 的俘虏，用他们的头
颅去祭泸水的河神。 诸葛亮当然不能答应
杀“
南蛮” 俘虏，但为了鼓舞士气，他想出
了一个办法： 用军中的面粉和成面团，捏
成人头的模样蒸熟， 当作祭品来代替
“
蛮” 头去祭祀河神。
打那以后， 这种面食就流传了下来，
并且传到了北方。 但是，将这种面食称为
“
蛮头” 实在太吓人了，人们就用“馒” 字
换下了“
蛮” 字，写作“馒头” ，久而久之，
馒头就成了北方人的主食。
小柒

鸡蛋是如何霸占人类的餐桌的？ 炒着
吃、煮着吃、煎着吃……只有想不到，没有做
不到。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稳居鸡蛋营养吃法
第一宝座的水煮蛋。 拌上蒜泥酱，成就了一
道具有时尚气息的美食单品。 用蒜泥和鸡蛋
碰撞出的经典味道，绝对给你意想不到的美
味体验。 而且健康不烹炒，满满都是营养。 将
刚出锅的白面馒头掰开， 放入蒜泥拌鸡蛋，
一口咬下去，蒜泥的辣、鸡蛋的沙、馒头的香
甜，成就一顿精致的早餐。

2

在苏北一带，无论是寻常人家还是在
酒筵上，有一道菜不可缺少，那就是烧杂
烩。 这道菜荤素搭配，鱼肉并列。 后来还兼
以海产品，使得大杂烩杂而不乱，很有吃
头。
这道烧杂烩是怎么来的呢？ 苏北人一
致的看法，与“楚霸王” 项羽有关。 据说，
项羽生性有两大特点： 一是室无二妻，终
身以虞姬为伴；二是每顿饭菜无二样。 就
为这第二个特点，伤透了项羽手下厨子的
脑筋。 为了使驰骋沙场、鞍马劳碌的大王
有个健壮的身体，厨子们左思右想。 其中
一个小厨子想出个办法，他将鸡肉、鱼肉
等放入一锅，精心烹制后，端到大王面前。
以为会挨大王一顿骂，未曾想，项羽吃了
第一口，胃口就被吊了起来，一大碗杂烩
顷刻吃了个精光，而且吩咐厨师，今后为
了节省时间，菜就这么烧。
从此，手下厨师悉听尊便，每菜必是
杂烩。 为了使杂烩不致太单调，厨师们想
方设法改进配料，尽量让杂烩花样翻新。
后来，人们为了怀念“楚霸王” 的功
绩，“
烧杂烩” 便在民间很快流传开来，一
直烧到今天。
吴资

煮鸡蛋的同时调凉
拌酱：大蒜压成蒜末，青
尖椒剁成碎末， 小米椒
切圈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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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蒜泥放入小碗中， 加少许食盐
拌匀腌制；再放入青尖椒碎搅拌均匀，
放入香醋、香油、蒸鱼豉油和少许白糖
调匀。
这个酱可拌一切凉拌菜：香椿、皮
蛋、黄瓜、手撕茄子等等。 最后将蒜泥
拌酱淋到切好的鸡蛋上， 用小米椒圈
点缀即可。

据美食工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