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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桂小吃系列之二

““第第一一小小吃吃””包包子子
安家正

今天第二期，咱说一下大
家都熟悉不过的包子。包子，堪
称“第一小吃”，它种类繁多，风
味纷呈，成为大众喜爱的小吃。

就皮而论，基本上均是面
粉，但加工方法却有“发面”、

“烫面”、“凉水面”之分。这点各
地无大差异，顶多是在酵母(俗
称引子)上有细微差别。最近，
福山的引饽饽申报第四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即说它的酵母有
独特的风味，丹桂包子怕面发
过了头，有“酸头”不待人见，也
忌面不开，不起发更无人买。

聪明绝顶的烟台人却把发
面与烫面结合起来，闻名遐迩
的黄县肉盒，就既不是发面的，
也不是烫面的，而是既有烫面，
又有发面，天下独一份，因而走
遍天下，成为特色小吃。

就馅而论，有肉馅的、菜馅
的(俗称素馅)，但丹桂人却独
辟蹊径，偏偏有排骨包子，当然
就大有咬头了。最初是精选的
脆骨，脆骨不多，排骨加工也得
非常细致，不能有骨头渣。俗话
说“早晨的觉，晚来的妻，骨头
上的肉偏香气”，排骨包子吃起
来那个香，足以令人垂涎三尺
了。即是素馅包子，丹桂的也多
了点地方特色，那细长而绵软
的粉丝，就别有风味了。

特别应该提到的丹桂名吃
是“宋家疃驴肉包子”，驴，曾经
是胶东地区的主要畜力，这里
多山，山路崎岖，驴就成了主要
脚力，遍地皆是，驴肉入馅，原
料充足，但竞争也相对激烈，
福山宋家疃的包子铺脱颖而
出，成为丹桂名店，很可能有
祖传秘方。上世纪末在四马路
口出现一店，据店主讲，他们
的总店在香港生意红火，却也
不肯告知秘方。不过俗话说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即使
没有秘方，驴肉包子也很是别

有风味。
至于加工方法，当然都是

蒸，俗话说“吃热包子不为别
的，就为了争(蒸)一口气”。但
是，丹桂却是“蒸”之外，“煎”的
也不少，“水煎包”林林总总。平
锅铺排着寸许见方的包子，个
大馅多，低下还带着“烙”儿。煎
完了加上水，升腾起一股蒸气，
马上盖上锅盖，焖熟，你说是烙
的还是蒸的，只怕兼而有之吧。

这种加工方法还有锅贴。
它是包子却不封口，没有那股
气，然而却有皮有馅儿。本世纪
初在青岛中山路附近出现过暑
假连锁店，都打着“正宗烟台所
城张氏锅贴”的旗号。但是，“不
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老烟
台说它不正宗，一是皮发粘，烫
面不对，二是流汤水。正宗张氏
锅贴，尽管开着口儿，但馅儿很
结实，抱团儿，咬一口才一包
汤。

“六月六，看谷秀，碗大的
包子满口肉”，肉包子为丹桂最
受欢迎的小吃之一。

饮食文化

现在市场上一年四季各种
水果琳琅满目，不仅有烟台当
地产的，也有许多南方水果，还
有外国进口水果。我在市场挑
选水果时，有时眼前浮现的却
是我孩提时代对山中野果的美
好回忆。可以说，我是吃着山中
野果长大的，山中能吃的野果
很多，大多酸甜适口，营养丰
富。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城
里的孩子所不具有的。

我的老家在胶东屋脊上的
一个穷山沟，四面环山。我从小
在那里长大，没去过集市，没进
过商店，只是经常进山。现在市
场上常见的水果，像什么香蕉、
桔子、荔枝、芒果，见都没见过，
还有的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只
记得小时候家里就没有买过水
果，当地有的桃子和杏子，也只
有邻居家送来才能吃上，倒是
山中盛产的野果成了我当年的
最爱，弥补了吃不上水果的缺
憾。野果是野生植物的馈赠，是
大自然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

山中野果品种很多，给
我印象最深的有：桑葚、坡蜜
头、山葡萄、山枣、杜梨、策李
儿、软枣、甜根草……这些足
以秒杀如今繁华果市中各种
水果。山中野果太让我思念
了。如今仍然清楚记得：哪个
山上的哪个坡，哪个崖下哪
个堰根，有什么野果，什么野
果什么时间成熟。

春夏之交能吃到的是桑葚
和坡蜜头。桑葚是山中野桑(叶
子比今天养蚕的桑叶小，不过，
也可喂蚕)的果实。桑葚不熟时
色青，果硬、味酸，成熟后成紫
黑色，汁多、味甜。桑葚皮薄易
碎，摘食桑葚，手和嘴都要被染
成紫黑色，如不仔细，衣服也常
常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沾上
了就别想彻底洗掉。小时候为
摘食桑葚经常把衣服弄脏，为
这事可没少挨骂。当年只知道
桑葚好吃，并不知道它有什么
营养价值。近些年才从一些资
料中看到：桑葚止渴解毒、润肺
通便，补血养颜，主治口渴烦
热、久咳、习惯性便秘。现在市
场地摊上也可以买到桑葚，那
都是人工培育的大桑树结出来
的，比山中的野桑葚个头大，我
尝过，味道不如野桑葚鲜亮。

进入6月份，山中的“坡蜜
头”(山草莓的当地叫法 )就成
熟了，这是一种生长在山路两
边的坡地上和地堰坎下的野

果。是攀援状带刺灌木，果实呈
红色，一串串的，晶莹剔透，清
香甘甜。“坡蜜头”样子有点像
市场上出售的草莓，只是个头
较小，成粒状组合。我们当地有
句话叫“坡蜜头好吃，刺儿难
躲”。因为它的藤蔓浑身是刺，
被扎后又痛又痒。所以采摘要
十分小心，一不注意，手就会被
扎破。

夏末秋初，山中的“策李”
和山葡萄就到了成熟的季节。

“策李”我不知学名叫什么，是
我十分偏爱的一种野果。这是
一种多年生灌木，株高三四十
厘米，生长在地堰根和山坡草
丛中。白色花瓣，果实成熟后红
红的，样子和味道像李子，个头
却只有樱桃那样大。阴历七月
十五前后就到了可以采摘的时
候。采摘时，一般是整棵折断带
回家，到家后再摘取果实。山葡
萄一般生长在大山深处的山坡
上，样子与人工种植的葡萄相
似，只是果粒呈深紫色，个头小
而圆。在大山深处，能有山葡萄
吃，可以说是既解馋又解渴，它
对山里人的贡献也是不少的。

山里最多的野果是山枣。
山枣灌木满身是刺，夏初开花，
浑身是果。山枣灌木适应性强，
石崖缝、地堰上、石圪垃中都能
生长，它不惧贫脊，不怕干旱。
山枣果小的时候是绿色，大了
变白，继而白中带黄，成熟后变
红。只要是白中带黄，就可以吃
了，而且这时候果肉不硬不软，
是最佳采摘时机。采摘山枣需
小心仔细，别让刺扎着。我们烟
台市区周围的山上也很多。我
每年都和小孙子到小黄山上采
摘一些，回家洗净晾干，装在瓶
子里，加入温开水和适量的糖
和白酒，封存发酵一月，可制成
山枣饮品，这是超市中买不到
的天然健康饮品。

秋后的杜梨和软枣，是一
年中收获最晚的野果，是秋未
冬初享用的野果。这两种野果
成熟了也不可直接食用。因为
它们都带有涩味，必须要经过
秋后严霜，才能将其涩味清除。
所以一般是从山里采回家放在
房坡上，经过几场霜打之后，方
可食用。软枣可半干存放较长
时间，是冬季能够享用的野果。

过去，乡里的孩子没见过
甘蔗，也无钱买糖。山中的“甜
根草”弥补了这个缺憾。“甜根
草”生长在地堰边土坡上，根成

节状，拔出来把皮剥了，用水洗
净，放到嘴里用牙嚼着，吸吮着
它那甜丝丝的汁液，是一种十
分甜蜜的享受。回忆起来，它甜
得纯正，甜得自然，甜得绵长。

“甜根草”就是我儿时的“甘
蔗”，它给我们的苦日子增添了
许多的甜蜜。

人长大了，有时候心还是
停留在童年的时光。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在山村长大的我，很

是怀念给我诸多甜蜜享受的山
中野果。回过几次老家，因为赶
不上季节，可以吃到野果的概
率太小了。去年秋后回去一次，
终于吃到了山软枣和杜梨，尝
到了那天然的滋味，还是那么
的诱人。现在交通条件这么便
利，我决定今后一年回去几次，
一定把山中野果再吃一遍，找
回那久违的味道，找回那美好
的童年记忆。

鲅鲅鱼鱼大大饺饺子子
吕富苓

渤海一带，春秋两季盛产鲅鱼。
文革时期没有冷库，劳动节前后，荣
成、威海一带的渔船都到蓬莱港上卸
鲅鱼，因为蓬莱距渔场近，省油省时
间。蓬莱港上盛鲅鱼的木条箱子垛成
了山，苦于运不出去 ,大对虾才三角
八分一斤，鲅鱼就更便宜。但大专生
的月工资才三十六元，人们的购买能
力相当低。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怎
么也得吃几次鲅鱼。焖、清蒸、熏、糖
酥，汆丸子、包鲅鱼饺子……

特别是包的鲅鱼饺子，漂在锅里
时，绿生生的韭菜透过白灵灵的皮，
在锅里直打滚，出锅后，稍凉，用嘴一
咬，一口鲜汤，嫩嫩的白白的鱼肉，点
缀着绿生生的韭菜星，兮兮哈哈地向
食道滑，那个鲜凉那个肉香，要多好
吃有多好吃！

其实，蓬莱北海沿一带，包的是
鲅鱼大饺子，有十二厘米长，那个实
惠，那个大气，彰显着渔民大海一样
宽阔的胸怀。

包鲅鱼饺子，最好选二斤半以上
的鲅鱼(小鱼味道差些)，一定要鲜。
鲜鱼眼是鼓鼓的，闪闪发光；鱼鳃是
鲜粉红色的；鱼皮是银光闪闪的；用
手握住鱼尾，脊梁杆向上，鱼的身子
近乎水平，能挺起来的。韭菜要嫩的，
要一点肥膘子猪肉，剁成泥。

鲅鱼扁肉，去皮(也可带皮)，切
条，一边淋清水，一边剁，剁成泥。加
上猪肉泥，加上姜末、盐、清水、花生
油，用两双筷子朝一个方向搅，使劲
搅，加水加到肉能包起来即可。一般
人不敢加那么多水，其实肥肉和鱼肉
见开水都抓个的。猪肉与鱼肉的比例
自行掌握，要香的，猪肉多些；要鲜
的，猪肉少些。

这时把洗好的韭菜抹末，要细，
量大约与肉1:4，放入肉中，轻轻朝一
个方向搅，搅匀。不要搅得太狠，保持
韭菜的鲜嫩。韭菜放的量太少，不提
鲜味。马上赶皮包。

面粉要有筋道，提前几个小时和
好面，隔一段时间揉一下，要揉出筋
道，面在手里揉像绸缎那样柔软。切
的面块要大，能赶出直径为十二厘米
的圆。皮尽量要薄，马上包，多放馅，
把面皮边捏紧即可。

锅里水要多，水滚开时，把大饺
子从锅边向下输，把铲子扣起来顺着
锅边铲，火一直旺，很快饺子就；漂起
来了，翻三个滚，就好了。每锅的个数
要少，火不要太大。

这么大的饺子，一咬一包汤，又
鲜又香。那才真感觉到：生活多美好！

又是秋鱼盛产的季节，机不可
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
店。赶紧行动吧！

山山葡葡萄萄

杜杜梨梨

桑桑葚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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