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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的糯米

1月12日（星期六）

小城喜食糯米，不同的节日便要吃上
相应的糯米制的风俗小吃，才算是过节
了。至于为何要在这些节日吃特定的食
物，我并不十分清楚，不同的人亦有不同
的说法，但小城人喜食糯米是肯定的。在
春节要炊发糕，元宵要食汤圆，端午自然
更要包粽子，而北方人冬至、小年要吃的
饺子到了小城则换成了汤圆。
先来说说过几日就要吃的汤圆。小城
的汤圆并非是寻常见到的那般小巧袖珍，
而是用一大团揉好的糯米团包上各色的菜
馅，在妈妈们灵巧的双手上不断揉搓旋转
包成的一个大大的椭圆，在封口的地方还
要用手掌虎口掐出一个揪，像一个变了形
的逗号。至于馅，亦非是常见的甜馅，而
多是剁了新鲜的猪肉和上切得细碎的雪菜
丁和冬笋丁，也有根据个人喜好再添上各
色的新鲜蔬菜，与饺子馅并无二致。
而这样柔滑黏腻的美食，我却是无福
消受，只因小时候吃同是糯米做的麻糍时
卡了喉咙留下阴影，遂再也不吃任何球状
的糯米制的东西。所以每到冬至、小年、
元宵这些该吃汤圆的日子，外婆总会特特
地包些饺子，算是单独开小灶。
至于粽子，则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了。其实在小城，不单端午包粽子，其余
的节日亦可包上粽子。粽子不像其他的糯
米食，不用将糯米齑粉，这大大省去了搓
粉揉面的功夫，只消将洗净的糯米在脸盆
内浸泡上一段时间，使糯米散发出特有的
香气，包出来的粽子口感黏度适中、精而
不烂。所以比起炊发糕，人们更常包粽子。
相比以上的几种，发糕更是小城的骄
傲。寻常人家并不常炊发糕，只有过年时
才会炊上一回，意喻来年发财高升。不常
炊发糕是因其制作讲究繁琐，现在人更是
不愿意去炊了。听母亲讲在他们小时候炊
糕可是大事，要动员全家人的力量。炊发
糕之所以用炊而不用蒸，是因为炊糕用的
蒸笼都十分大，需得放在土灶上用柴火炊
才行。炊糕先要选出精白上等且无杂质的
糯米，用清水反复冲洗，再放入清水中浸
泡待米粒完全发胀，然后将糯米滤水磨成
米浆，再按照一定的比例加上白糖和少量
的猪油拌匀。之后再将米浆倒入铺好荷叶
的蒸笼，小火加热发酵，每隔几分钟就要
调换蒸笼的顺序，把最上面的调换到最下
面，这样的活需得家中有力气的男人来
做。“发”是炊发糕的关键步骤，炊糕人的
技巧深厚就体现在这时间用料的把控上。
一笼发糕一家三口正好可以从大年初
一吃到元宵。早起后切上四五片放在微波
炉里加热一会儿便可以吃了，很是方便。
也可在平底锅中倒入些油煎着吃，因发糕
内本就有猪油块，所以不用很多油，煎至
两面黄，外脆内黏，别有一番风味。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糯米是人们难得
一尝的味道；到了现在，糯米更是一种节
日特殊的味道；而对于小城里长大的人，
黏滑的糯米，就是家乡的味道。

多大导演

有段时间我疯狂减肥，饥肠辘辘到走
路发飘，撑着我“活下去”的最大动力，
是每天坐在电脑前，追看各种美食剧。肉
体上的空虚需要精神上的恶补，说的就是
我那种自虐的状态。
当年给我猛烈一击的，当属如今已绵
延六季的 《孤独的美食家》。别的美食剧
尚且留出一段假模假式的前戏，这个剧干
脆就跟你裸着食欲来相见。一个纯粹为吃
而吃的剧看得人大呼过瘾。正因这部片
儿，我才发现，美食对于自己，二手观感
比一手经验更加诱人。
五郎是个表情帝，修得一身好颜艺，
大快朵颐时青筋爆起，嘴角随咀嚼的幅度
变成正括号和反括号，快乐从舌尖漫溢，
在眉尖跳舞，身体像炼钢厂，胃像熔炉，
烘热后冉冉升起的幸福感，凝结了对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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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开业之后，我突然一下子意
识到了自己的贫穷。一杯最便宜的美式
——一定要超大，星巴克的杯型和别家
不同，起档就是中杯，然后大杯和超
大，每升一级就是 3 元的差价，就说一杯
最便宜的超大杯美式就要 31 元，你能不
配个蛋糕吗？我最喜欢吃他家的拿破仑
卷，不是太甜，搭配美式或者拿铁、flat⁃
white 都是正正好好，这样一个搭配下来
需要大概 60 元，按照我对星爸爸的爱，
一个月大概有 30 天我会在这里打卡，那
么算下来价格也是令人瑟瑟发抖的可观。
当然不是说没有星爸爸之前我就不
喝咖啡了，作为一个资深咖啡成瘾者，
每天没有三杯就是美式超大杯的量，我
就会觉得今天不够圆满，比如没有激活
一天的能量，或者比如大晚上搬砖需要
高强度鸡血，咖啡是必须的，而且这个
自力更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肯德基没
有卖现磨咖啡，咖啡馆有炒田螺的年代。
那个时候喝咖啡怎么办？只有买咖
啡机了。记得第一台咖啡机超简陋，需
要搭配磨豆子机和奶泡机，大约就是热
水倒进咖啡粉里调出一杯咖啡来，有点
手冲的意思，但是温度计、手冲壶都是
没有的，咖啡机也是塑料的，尽管无毒
但潜意识里还是有种塑料味。没过一阵
子，咖啡机就转型升级了，变成了半自
动的意式浓缩机，当时也是花了近 1000

元买的，那时候沉迷于拿铁，还专门买
了奶泡器，这个奶泡器打奶泡还是很优
秀的，只要把纯牛奶倒进去，还能打出
花来，当时单位对面就是一家十足，我
经常去买小包装的纯牛奶，据鉴定蒙牛
比伊利更容易打，后来电商网站很发达
了，进口奶源也唾手可得，我爱上了喝
德运，德运奶有一种特别的香味是别的
牛奶品牌没有的，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喝拿铁棒棒的。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奶泡器有一点
不好，必须弄完就要洗掉，否则就会挂
壁不好洗，头天没洗干净，第二天就会
有一股奶臭味，而我，正好是那个严重
拖延症晚期患者，不拖到最后一刻洗那
就不是我了，有时候下班忘了洗奶泡
器，第二天来上班现场就会很惨烈，大
概是为了不想洗奶泡器，我渐渐改变了
我的口味，从一个拿铁爱好者爬墙到了
美式咖啡的圈里。
美式咖啡大概是最适合我喝的，口
感清爽，没有牛奶的腻味。每次去肯德
基买美式我都会买两杯，为什么呢？大
约是因为穷。因为肯德基第二杯半价，
比如大杯美式是 16 元，买两杯就会自动
减成 24 元，不买两杯不是亏了吗？所以
其实我又被商家套路了但依然很开心，
夏天就喝冰美式，冬天就喝热美式，每
次去肯德基，还有一个步骤就是把服务

员给的糖浆和植脂奶拿出去，再重复一
百遍——我不怕苦，我不要糖。“美式咖
啡我可以”这句话，我真的说厌了。
机器换人的时代，我把我的半自动
国产意式浓缩咖啡机也换成了全自动德
龙咖啡机，说全自动其实不太对，因为
水箱里的水要自己加，咖啡机也要自己
洗，但是相比从前的半自动，现在这台
机子带来的幸福感真是太强烈了，豆子
倒进去他会自己磨，磨好根据我的要求
给我煮出一杯适合我口味的美式，加多
少水都可以由我自己设置，大概需要做
的就是倒倒咖啡残渣以及稍微清洗一下
咖啡机，跟以前需要清洗的步骤相比，
已经有质的飞跃了。
即使有了咖啡机，我还是一个为星
爸爸打工的贫穷女孩，因为从豆子到杯
子，都是星爸爸家的。朋友之前也推荐
我去淘宝买那些私人烘焙的豆子，确实
便宜啊，星巴克买一小包，淘宝可以足
足买上一公斤，也有一些私人精品咖
啡，很适合手冲或者别的，但是喝完之
后发现还是星巴克的豆子对我胃口，而
且一定要是深烘焙的，什么中度烘焙都

不是我的菜呀。
一个人在办公室喝咖啡其实和在星
巴克喝咖啡还是有本质不同的，店内更
温暖也更有“在咖啡馆”的感觉，最适
合一两个朋友在一起，聊聊天，分享一
下美味的蛋糕。比较讨厌的是这几年星
巴克变了，以前只有外带才会用纸杯，
现在大概是咖啡师不喜欢洗杯子了，无
论是堂喝还是外带，都是一水的纸杯，
根本看不到什么拉花之类，非要提出用
杯子，对方还会抱有歉意地说对不起我
们的杯子不够了之类的，真是毫无诚意
的敷衍，大概只有在星巴克臻选店里才
能喝到在咖啡杯里有漂亮拉花的咖啡了
吧，有几次我在那种生意很一般的星巴
克喝咖啡，对方还会很有诚意地跟我说
如果觉得咖啡不好喝还可以叫咖啡师重
做，真的不忘初心，但是忙碌如吾悦广
场的星巴克，大概是在周末早晨大家都
还在被窝里的时候才有这种好的待遇
了，毕竟它现在属于玉环最热的网红打
卡地。

魔头橙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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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礼赞。
我所能想到的，人承沐美食恩泽时最
虔诚的模样，就是这样了。
剧集开头说了，“美食，是平等地赋
予 现 代 人 的 治 愈 ”。 只 有 当 “ 治 愈 ” 跟
“自由”连接到一起，才是最高。其时特
别喜欢刘瑜写的一段话， “自由主义者有
自由主义者吃饭的方式，追求的无非是低
调、简单、随便、温暖、私密、惬意。
”
所以在所有娱乐项目中，最排斥的就
是饭局。对着三观不同的人应付没有营养
的问答，跟不熟的人打着不咸不淡的官
腔，以为是打牙祭吃鱼肉，更像自己如临
刀俎被鱼肉——吃饭这么严重、隆重、自
重的事情，怎么能随便携往？能成为饭搭
子大概总带着爱，还得是深爱，讲求三观
齐整、默契可餐。将食刻拉长到一生，更

是终生伴侣的命题。所谓“同台食饭，各
自修行”
，都是一种境界。
因此格外珍惜五郎的“孤独”。孤独
的衍生物把他的世界装点得热闹喧腾，喋
喋不休的吐槽和碎碎念，像活色生香的作
料，让这份孤独色香味俱全：葱花在油锅
里噼里啪啦爆出火树银花，黄油丢进热
锅，飞天遁地四处撞壁，火锅高汤咕隆咕
隆的小气泡踩着鼓点变聒噪，肥膏在热炭
上烤出油花浇火而生烟……
看五郎的表情从石化到猴急到痴醉到
嗷叫到崩坏，就像观赏一道仪式：举箸是
朝圣的开始，前尘后世时空宇宙上帝佛祖
都不存在了，只有他和食物赤裸相对你侬
我侬，彼此施展暴烈与温柔，在最酣畅处
叹一口气，半是惊叹半是惘然——以后再
也吃不到这样的美食怎么办。
要不是有这部剧的“重口”治愈，真
不知怎么起死回生于那些与饥饿相爱相杀
的日子。我记得有一集，饭馆老板跟五郎
说，人要趁着年轻味蕾敏感的时候，多吃
点好东西，否则到老了，就品不出食物真
正的好了。食事和世事共通的，便是那么
点“节制带来美感，放任流于庸俗”的道
理。
吃货的人生就是这么简单现实，美食
怎么取悦他们，他们就能怎么取悦世界。
天人交战的时刻，靠着食欲提供柔化的滤
镜。在过不去的坎儿面前趴下，靠着一顿
美食营造的幸福感就能满血复活。
有 一 段 时 间 ， 我 几 乎 把 《一 起 吃 饭
吧》 的台词当座右铭，“献给因为孤单吃
很多饭的你，献给因为厌倦睡很多觉的
你，献给因为悲伤哭很多的你。把陷入困
境的心当作饭一样咀嚼，反正人生都是要
由自己来消化的”。

剧里有个标准废柴女青年，除了爱吃
一无是处，饱受世事打击垂头丧气地坐上
餐桌，一闻到香味，立马像瘪掉的气球突
然被热气胀满。看多了餐巾印在嘴角、米
饭论颗粒计的淑女，她的囫囵吃相真让人
有解恨的快感。天大的烦恼也随饱嗝化为
不足挂齿的白烟。
这些人都有个共同特点，孤独。讲道
理，不孤独的人接收花花世界的引诱太
多，即使是吃，也揣着醉翁之意，忙着觥
筹交错去了。孤独的人才会自动略过世间
更刺激的诱惑而专注于此，孤独的人才会
对微小的感触念兹在兹，将这么点唾手可
得 的 “ 人 之 所 欲 ” 看 得 Larger Than Life，
不舍得付给应酬和果腹。正所谓口味通心
腹，生死有命际遇在天褒贬随人，能握住
自己的一点真实，也不过如此吧。
所以人对味觉的印象，很容易上升到
心中至美的象征和最高级别的感情，浪漫
如思凡的梦想，诗意如精神的乡愁。
于我个人而言，生动强烈的记忆也大
多跟食物有关。说起来有点难登大雅之
堂，令人挂心的，往往就是那些微不足道
的食物。
爆浆的小杨生煎是魔都客居岁月的最
大构成，念念不忘胃有回响；南下吃过怒
大的云吞塞爆虾仁，银丝面劲道到可以磨
牙；一家茶餐厅的冰火菠萝油，黄油的冰
滑就着口腔的温度融化，好像女娲捏出个
小人，在舌头上腾空、劈叉、踮起脚尖转
圈圈；东京街头的拉面，生鸡蛋的凉全都
沁在面汤，美味透着鲜甜，连同旁边松掉
领带的白领、扎头巾的工人，一起让吸动
面条的声音大肆张扬，仿佛误闯日剧片
场；一家小店的蛋羹浮着厚厚的黏稠层，
起先以为是麻油，后来才知是熬到逆天的

高汤；在罗马街头吃过最好吃的马卡龙，
咬下第一口“少女的酥胸”，顿觉以往的
充数货简直是掉渣的硅胶；在巴黎圣母院
旁碰到中国店主，怕我甜腻，特意将巧克
力酱换成厚密的芝士，Crape 变身“拔丝煎
饼果子”后犹自缠绵；在大阪超市买过一
种仙贝，貌不惊人就一非洲版雪饼，但那
一口酱油的嘎嘣脆成为绝响……
时过境迁，人事恍惚，竟只有美食记
得分外清楚。
于是又要说回 《孤独的美食家》。五
郎每次出一家店，都会深情地说“下次还
要 来 吃 ”， 这 就 跟 男 女 情 到 深 处 说 “ 永
远”一样，当下的诚恳是酣畅的证明，真
情实意不容怀疑，但“永远”却是个一实
现就会破灭的概数——就像永远味道不对
的纽约汉堡，萍水相逢连名字都记不住的
黑暗料理，一辈子旅游一次的地方刚出炉
的甜点，也像一见倾心又终生错过的恋
人，剧烈燃烧而无法重来的人生。
最好的奇缘就在那一期一会，此去经
年，仍然回味，萦回舌尖，没齿不忘。
每每遇上难得的际遇，都会产生一种
“不知会否有下次”的感觉，在说不清是
乐观还是悲观的预设里，幸而还有食物值
得托付，凭味蕾上的余欢，七弯八拐地绕
到达观的路上去。
看各色人等在美食堆里大开杀戒，除
了抱怨一下上天造人之最大不公就是只吃
不胖和不吃都胖，整个人也变得好满足好
豪爽好潇洒：食不我待，食事为大，现世
就只当下饭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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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生活大参考
12:00 天南地北玉环人第
二季 33
13:00 玉环新闻
13:25 榴岛聚焦
14:00 回马枪 14
14:45 回马枪 15
15:50 回马枪 16
16:50 全民运动汇 4
17:30 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17:31 怒海红尘 29
18:20 怒海红尘 30
19:10 天南地北玉环人第
二季 33
19:25 住在榴岛 1
20:00 玉环新闻
20:25 榴岛聚焦
20:45 住在榴岛 2
20:55 回马枪 14
21:45 回马枪 1 5
22:30 回马枪 1 6
23:20 天南地北玉环人第
二季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