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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的除夕，报了一个私家团，去印
度。整团就我家三口子。也没有什么特别原
因 ，只是因为正好过春节，七八天时间，
女儿也不用请假，再加上电子签，不需要在
职证明、财产证明之类，容易。为了防拉肚
子，我去医院配抗生素药，医生不肯，我只
好自己到药店买药，买了两三种，在随行的
药物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对印度，我一点也
不熟悉，很多地名都很长，记不住；许多景
点，除了泰姬陵，也很陌生。我去当当网，
买了一本《孤独星球》印度分册，开始做功
课，总算我们要去的地方，在脑中清晰起
来：印度金三角——德里、阿格拉、斋浦
尔，以及瓦拉纳西和克久拉霍。虽说只是印
度很小一部分地方，去看看吧，好歹也是出
过甘地的地方，还有，泰戈尔，一个我背诵
过《飞鸟集》的诗人，肯定会有一点诗意，
去找找。

从上海浦东机场登机，到登机口一看，
不像以前出国去欧美旅游，很多中国面孔，
这次，周围都是包着头巾、脸上长满胡子、
皮肤暗黑的印度人，鲜见中国人。从前怎么
没有感觉上海有很多印度人。我们挤在印度
人中间，女儿悄悄说：“有点怕怕的。”

到德里，已是晚上 9：30（中国比印度
快 2小时 30分，已是新年了），导游是一个
90后的印度小哥，一见我们，就把花环套在
我们脖子上，这是印度的迎客之道。本来晚
上 9 点多，宾馆餐厅就要关门，但他们知
道，这是中国的除夕，所以，整个自助餐
厅，就为我们延迟关门了。印度菜，颜色红
红的，有咖喱、鸡肉和辣味，我们在异乡，
吃了一顿特别的年夜饭。

第二天一早，搭乘印度国内航班，飞赴
印度教七大圣城之一的瓦拉纳西，飞行时间
一个半小时。我们先去游览瓦拉纳西以北10
公里处的鹿野苑，它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
阳光恬淡地洒着，我们悠闲地漫游。看到僧
人坐在塔下，也许是在诵经，也许是在沉
思。

傍晚时分，去恒河边观看点灯祭河典
礼。路上见识了印度街头出人意料的混乱无
序，也见识了祭河仪式的隆重、神秘和古
老。

第三天早晨 5点，去恒河坐木船游览，
看日出。

恒河是印度的母亲河。黎明时分，恒河
沐浴在柔和的光线里，朝圣者们来到恒河水
畔石阶上，用神圣的水洗去一生的罪孽，或
者为去世的至爱亲朋举行火葬。这里被看成
是吉祥的往生之地。

风传恒河尸体漂流，导游小哥说现在绝
对禁止，我们也没见到，但却看到岸边有人
在火葬。导游说，只会把一部分骨灰撒进恒
河，这不会弄脏恒河，骨灰不是很干净吗？

看完恒河日出，从瓦拉纳西机场飞赴月
亮王朝的都城克久拉霍。飞行时间大约 1小
时55分。

克久拉霍，印度中央邦城市。克久拉霍
寺庙群的情爱雕刻堪称世界顶级寺庙艺
术，尤其是西庙群。女人和性爱是这些雕刻
中反复出现的两大元素。我们在黄昏时分，
游览了西庙群和东庙群。游客并不是很多。

第四天凌晨出发去欧查，欧查是个历史
村落，坐落在铺满鹅卵石的贝德瓦河岸
边，路上大概 4个小时。早餐打包在小车里
解决。天漆黑一团，还下起大雨，很寒冷。
小车在没有灯光的路上行驶着，不见人影。
有些路面不太平整。在稀疏灯光里，偶遇人
家，好像是农户，感觉这里很荒僻。

8点不到，来到欧查古堡，此时，雨过
天晴，空气清新。古堡开门迎客，就我们几
个游客，悠哉游哉。

欧查古堡以宫殿中的 17世纪壁画而著
称。在拉杰宫国王和王后的房间里，我们看
到精美的壁画，内容有印度史诗《罗摩耶
那》的故事，还可以看到罗摩、克利须那和
在墙与天花板之间摔跤、打猎、格斗和跳舞
的欧查皇室成员。

从欧查古堡大概行车40分钟，到达占西
火车站，搭乘硬座火车前往阿格拉。火车行
驶约3小时。

说到印度的火车，我们的印象是人们都
外挂在车厢上，其实，现在不允许了。在火
车上我们换了卧铺，有床。我们请了一个车
站服务员，200卢比，合人民币 20元，就将
我们一家三口的行李顶着，直接送到火车座
位上。进火车站，既不安检，也不看车票。
不过，车上会验票。

傍晚时分，我们游览了泰姬陵。这一天
的行程很赶，因为第二天是星期五，泰姬陵
只对当地参加祷告的信徒开放。泰姬陵是印
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
产，“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还游览了阿格拉红
堡、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琥珀堡、老虎
堡、风之宫殿等等著名景点。在这些日子
里，我的心头始终回响着泰戈尔对泰姬陵的
描述：“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

其实，不止是泰姬陵，整个印度，都是
“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啊，它丰富、华
丽、恣意、落后、杂乱却又充满神性和灵性
……这是一个迥异于长江黄河文明的，风情
独具的地方，是有生之年至少应该去一次的

地方。 刘伟馨

到了夏天，难免想住在冰箱里。
我的一位朋友，早早就跟着小区

里的购物群买水果，昨天还说，自己
买了一箱提子，一箱杨梅，又感叹，
把提子冻起来真好吃，像吃冰淇淋，
又没有冰淇淋那样充斥着香精色素与
脂肪，营养健康。当然杨梅也可以是
这种吃法，记得去年过完杨梅季，我
还在水果店内看到有冰冻的杨梅卖，
虽不像现摘的那样新鲜美味，但是冰
冻过又是别样吃法，酸甜冰沁。只是
这两种冰冻的水果千万不要放软了
吃，那时候冰化成水，温度回升后水
果会变得疲软无力，就像是刻意挽留
的永远只会头也不回地奔赴死亡，还
弄得一片狼籍。

但是冻香蕉就不会，冰箱冷冻格
和香蕉应该是一对天作之合，本来吃
起来粉糯的香蕉冰冻过之后更像奶油
冰淇淋，不像冰棍那样带着霜味的清
爽，冻香蕉吃起来更有奶油滑嫩的口
感。小时候的香蕉大部分入口就很香
甜，现在则不是，有时候买的香蕉看
着成熟好吃，剥开后入口才感觉味道
夹生，这时候只能丢进冷藏柜冻着才
能拯救它被放烂的余生。

冰冻各种水果再拿出来吃，就好

像是玩创意游戏。小的时候会自己冻
盐水棒冰来吃，买简单的冰棒冷冻
格，兑上一些糖水盐水，等一个下午
再打开，就会拥有健康又清爽的夏日
冰品。那时候我在窗台上放一些薄荷
叶，边摘边洗，每次都要揪几片叶子
扔进冰棒格里，冰冻后拿出来就带着
清爽的薄荷味，有一些辛辣，却是夏
日舌尖最好的伙伴。

进阶玩法是打果汁，有时候西瓜
实在吃不掉，占地方，就打出西瓜
汁，开发出各种喝法，比如西瓜汁倒
进圆球冰格里冻成圆球，然后丢进西
瓜汁里，再或者把西瓜圆球重新打成
冰沙再与西瓜汁混合在一起，冰冰沙
沙的口感很奇妙，明明是同一产物，
却因为两种不一样的形态而被赋予了
更多有趣反应。

在疯狂的夏天，我和朋友们试验
了很多种冻水果，从个大的榴莲到中
等大小的香蕉再到最小号的蓝莓、樱
桃，经验满满。

小号水果最大的好处就是处理方
式简单，只需要洗干净，擦干表面的
水，装进厚的冷冻保鲜袋，放进冰箱
冷冻即可。因为有果皮，所以不容易
出现冻成一坨大冰块的现象。像荔枝

那样的水果如果要冰冻就要剥皮，口
感新鲜的小浆果如蓝莓、樱桃，咬下
去汁液满满，虽然不像新鲜时有爆浆
的感觉，但冻过之后口感也更像雪
糕，咬起来别有风味。

中等大小的香蕉应该是我们最爱
冰冻的水果没有之一，剥皮后就好
了，但是有时候会想吃冻芒果、冻杨
桃，尤其是冻芒果，最好不要冻到硬
梆梆再拿出来，冻到微硬然后用勺子
舀着吃，会以为自己在吃雪泥，感觉
真的好极了。桃子和苹果一点都不适
合冰冻，但是有时候会想要冻一些，
因为冻完后可以切起来放在苏打水
里，尤其是桃子苏打水，某次在甜品
店 get到之后，就成了我夏日放不下的
那杯冰饮。

但是冰冻水果里的 top应该要算冻
榴莲吧，水果店里也有卖昂贵的猫山
王榴莲，全部都装在冰箱里。冻起来
的榴莲口感更像千层蛋糕，如果对榴
莲千层有爱，就一定会更爱冻榴莲，
因为吃起来比新鲜的刚剥下的榴莲多

了一丝细腻，低温是怎样将这些绵密
的果肉水份锁住全部回馈给你的每次
咀嚼？每次品尝时你都会体会到这种
香甜，那是真实的冰淇淋一样香滑的
口感。

夏天每次开关冰箱，都有种奇异
的感觉，就好像从现实世界里抽离，
走进了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地方。世
界永远是冰爽的，物质在这里会放慢
老去的速度。小的时候我很爱把头钻
在冰箱，用凉意驱走暑气，后来住进
空调的世界，冰箱就成为一种点缀。
夏天的冰饮、冰棍还有冻水果。想起
有一年朋友搬家，我们到她家里做
客，发现她的宿舍里空空荡荡，还没
添置家电。我们问要不要买点什么家
电，洗衣机或冰箱，她说衣服可以手
洗，但是夏天绝不能缺少一台冰箱。
买到冰箱的第二天，她就去超市拎来
一大堆饮料和冰淇淋，把冰箱里塞得
整整齐齐满满当当。偌大的房间，一
张床，一台冰箱，就是她最真实的夏

日生活。 魔头橙文/摄

我对东北菜的热爱仅次于肯德
基，如果说肯德基寄托了一种我对于
炸鸡的迷思，那么东北菜则承载着我
对这个菜系最诚挚的热爱。

作为一个不能吃辣的人，我在饮
食方面的选择比其他人少了很多，所
以川菜、湘菜、云贵菜等以辣为主的
菜系，在我嘴里只有辣味，其他什么
味道都吃不出来。因此，出国之前，
我胃的大部分地方都被苏浙菜和广东
菜所占领，而对东北菜唯一的认知仅
仅停留在饺子、拔丝地瓜和窝窝头
上。我在出国之前仅仅吃过一次东北
菜，就在一家叫“东北人”的连锁东
北餐馆，这是一家以东北民俗风情为
特色的东北餐馆，店面门面铺满东北
大花布，所有的服务员身着绿色或者
红色的东北大花袄、用红绳扎两个麻
花辫，每面玻璃都贴着红色的喜字剪
纸，室内到处挂着红色小灯笼，入口
处还有大花轿，简直就是东方的拉斯

维加斯，时时刻刻都可以现场办个婚
礼。服务员除了收盘子端碗，还身兼
二人转演员的职能，到点了就会上台
唱两段。“东北人”老板似乎是想打造
沉浸式东北体验，以至于这唯一一次
的东北菜馆之行，菜什么味道我倒给
忘了，光注意眼花缭乱的东北大花
布、五彩饺子和可以拔得老高老高的
拔丝地瓜了。当然，这种舍本逐末、
对于东北文化，或者说东北刻板印象
的滥用的商业模式证明是成功的，不
然也不会在血腥风雨的餐饮业中打败
明星挂名的餐厅、打败小资西餐馆、
打败新晋网红店，十几年如一日地依
然屹立不倒了。

真正接触东北菜，其实是在我搬
来米兰以后。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
带着我在中国街九转十八弯地在一个
小巷里找到一家叫“北方风味馆”的
餐馆，这才打开了我对东北菜的认知
的大门。

我对东北菜的依恋意识是缓慢
的，头两回下馆子并没有让我意识到
我对它的情感，直到有一次我和我朋
友商量着去哪儿吃饭，我下意识脱口
而出“东北菜！”，才发现它已经在无
形中牢牢地拴住了我的胃。事实上，
在此之前，我很少把东北菜当成一种
特殊的菜系来认真对待：每道东北菜
看起来都特别家常，既不像广东点心
那样拥有标志性的蒸笼、也不像云南
过桥米线那样有仪式感的进食顺序，
它的摆盘也谈不上精致，菜名更是简
单粗暴，没有什么亮点，因此很难给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东北是历史上多
民族聚居的重要文化分区之一，拥有
众多民族、习俗多样的文化内涵同样
也反映在了东北饮食文化上，辽宁作
为清朝故都，宫廷菜、王府菜众多，
东北菜也深受其影响，同时兼收各地
菜系，尤其是北京、山东、四川、江
苏等地菜系的精华，外来菜和东北民
间菜相融合，逐渐成为了如今富有地
方风味的东北菜。历史原因让一些现
代东北菜看起来和很多其他地方的菜
都有点像，但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

东北在数千年乃至更长的历史上
都以肉食为主，这是东北饮食生活的
基本特点之一，也是像我这种无肉不
欢之人向往东北美食的最大原因之
一。东北荤菜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了

“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饮食真谛，
从不会像南方那样把荤菜做得精致，
更不会在出盘前拿枸杞和芝麻作为点
缀，而是将肉做得质朴又豪迈，满满
一大盘端上来，让食客放开了吃肉。
有大到筷子夹不住，要让人用手拿着
吃的酱脊骨、大棒骨，还有直接用一
口锅端上餐桌的一锅出、铁锅炖干
菜。尽管东北荤菜的色泽不佳，很难
和淮扬菜的雅与剁椒鱼头的艳在一张
饭桌上比拼，但东北荤菜不拘泥于细
节，无论什么肉，口口滋味浓郁，讲
究让食客吃得豪爽、吃肉吃得过瘾，

和东北的本土气质一脉相承。
一锅出边上必须要贴一圈面饼或

者窝窝头，吃法和意大利人用面包把
意大利酱抹干净吃了别无差异，用面
饼抹完一锅出里最后一滴酱汁是对东
北厨子的最高敬意

从个人角度来看，东北荤菜创新
的极致则体现在猪肉料理上。上文已
写道，东北菜看上去就是家常菜，但
事实上，想要做好东北菜，从猪肉菜
入手，就会发现其中大有讲究。光是
里脊肉的做法，就有锅包肉、溜肉
段、樱桃肉、焦熘里脊、干炸里脊等
做法。我在这里写这么多里脊肉菜的
种类，不是想表明东北菜里里脊肉的
花样多，而是这些里脊肉菜看上去实
在太像了，以至于在烹饪其中一种的
时候，在工序上稍微有一些疏忽，就
可能会做出一道四不像的菜出来。越
是要把相似的菜做出特色，就越是考
验一个厨子的功夫。

东北锅包肉让里脊肉走出东北、
走向世界，而猪肉炖粉条则让五花肉
走入了全中国的寻常百姓家。肥瘦相
间的五花肉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身材
优势，是东北菜展现其繁复多样的烹
调手法的最佳佐料，无论是溜、炸、
酱、炖，都能在五花肉身上发挥长
处，称得上是东北厨子的灵魂伴侣。

东北菜的精髓还在血肠里，血肠
可以取材于猪，也可以取材于羊，血
肠顾名思义，用血和肉末加以香料混
合以后灌肠，放入锅中煮制既成。血
肠的精髓不在于其用料，而在于东北
人对于血肠的情谊，和过年吃饺子一
样是新年和童年无法缺席的精华，去
东北餐馆来上两节血肠配酸菜，人家
立马和你称兄道弟。情侣约会，还可
以点一道扒猪脸，半截猪脸安静如斯
地躺在酱汁里，倘若两个人可以云淡
风轻地分享完，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过
不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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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
挚爱的冰箱

东北菜的浪漫

去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