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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冬日里，沸腾的火锅就
像温暖的被窝一样，于我们而言是
没有抵抗力的。在去年的餐饮数据
中就有显示，除了小吃快餐、面包
甜点，火锅是销量最多的一类，可
见其在大众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如今，大大小小的火锅店数
不胜数，在火锅口味以及菜品上的
创新也是挖空心思，麻辣的味觉刺
激，让我们欲罢不能，不过要想吃
得干净放心还是得自己亲自动手。

火锅底料是火锅的灵魂，是最
重要的步骤，底料配制好了，完全
可以同火锅店的媲美。首先，先将
菜油炼熟，牛油切成小块，郫县豆
瓣剁细， 干辣椒入沸水锅中煮约 2
分钟后，捞出搅碎，也就是糍粑辣
椒，生姜拍破，大蒜去皮剥成瓣，
大葱切段，冰糖敲碎，八角、三
奈、桂皮掰成小块，草果拍破。接
着将菜油倒入炒锅，中小火烧热，
放入牛油熬化，再加入生姜、蒜
瓣、葱段爆香，接着下入郫县豆瓣
和糍粑辣椒。

然后，转用小火慢慢炒约 1~
1.5小时，至豆瓣水气炒干、香气
四溢且辣椒微微发白时，拣出锅中
葱段不用，再下入八角、三奈、桂
皮、小茴、草果、紫草、香叶、香
草、公丁香等，继续用小火炒 15~
20分钟，至锅中香料色泽变深时，
下入冰糖、醪糟汁。用小火慢慢熬
至醪糟汁中的水分完全蒸发，这时
将锅端离火口，加盖焐至锅中原料
冷却，如此就做好了一锅火锅底
料，纯清油炒制，麻辣鲜香。

在炒制火锅底料的时一定要注
意几点问题，不然调出来的火锅要
么不香，要么香味不持久，越煮越
淡。材料一定要好，特别是主材辣
椒，一定要用夏季采摘的伏椒，花
椒可采用四川荗汶所产，色泽红、
麻味足、香味大，基本无苦味。还
有草果、豆蔻、砂仁等果实类香
料，得破碎后，香气才能溢出。在
香料下锅炒制时，油温宜低，加热
时间也不宜过长，尤其是要避免把
香料炒煳。另外，香料要分两次下
油锅炒制，香料比例、牛油比例得
当。

最重要的火锅底料搞定，其他
就相当简单了，只需要配好菜就可
以开始自制火锅大餐。火锅菜品搭
配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叫饮食 4
分法，也就是 1/4蔬菜、1/4水果，
1/4为豆制品、肉类等蛋白质，另
外 1/4则是来自根茎类，如此分配
营养均衡，这样热量不会摄取太
多。在吃火锅前还要考虑蘸料的问
题，这个就可以根据自己口味随意
搭配了，各种调料、辅料，大概能
任意搭配出成百上千种蘸料，香
辣、麻将、腐乳、蒜泥、沙茶等
等，简直不要太多。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热
气腾腾的火锅，有说有笑，其乐融

融啊！ 夏昊伟

某天晚上上英语外教课，南非外教
Jason问我今年有什么计划，刚好这节课
是关于人生计划的，比如会不会移民、
会不会换工作、会不会认识新的男女朋
友、会不会结婚或者离婚、会不会要一
个孩子，我飞速回答，对不起我的答案
可能就是没有计划。

感觉这节课完全问到了我人生的难
点。移民是不可能移民的，一是因为穷
二是因为我是个吃货，而我对于目前自
己的状况也尚算满意，生活平顺、家庭
和谐，没必要出来晒幸福，因我就是幸
福本人，如果还有一点点什么不满足，
那就是如果能一夜暴富就好了，但这个
如果没开始买彩票，那么暴富的前提也

不存在吧。
Jason说那么你不妨讲讲你的旅行计

划。那就可以开始长篇大论了，其实我
不喜欢做计划，计划前提是未雨绸缪，
在年初或者年尾，反正拣一个时间，开
始计划漫长的100天以后的事情。计划去
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开始一场什么样的
奇幻旅行，从准备交通工具开始，细节
到各种行程怎么做。我一个朋友就是这
么一个旅行家，她做很详细的攻略，精
准到几点几分，去一个城市之前会先深
入阅读城市的历史故事，以达到在旅途
中比当地人还要熟悉当地的效果，所以
她对一个个景点会如数家珍，一个个细
节还没去就已经谙熟于心。我时常吐嘈

她这样子去有意思吗？还不如上Google
看地图，仿佛身临其境，坐在屏幕前就
可以环游世界。她反而会很认真告诉
我，做攻略是为了每次旅行都不留遗
憾，用最充分的假期玩得最值回票价。
所以她每次旅行归来后都会有满满的旅
行分享，出书、开分享会，有了一大票
喜欢跟她一块玩儿的粉丝。

我没有跟她一起旅行过，我猜我无
法跟一个有必去景点清单的人一起旅
行，因为我不喜欢做计划。这就回到了
外教 Jason问我的问题——你的旅行计划
是什么？其实我是说假如，我很想去北
欧旅行，怎么看都需要 15天假以及一些
旅行小伙伴，但是假未必有，小伙伴又
要筛选，根本就是一件光是成行就要纠
结很久的事。我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
喜欢生活中的突如其来的惊喜，比如微
信上突然跳出了一条聊天信息——下个
月去不去香港看音乐银行？我不小心多
买了两张票，又不能退，打七折转给
你？这是我在参加某个韩国演员粉丝见
面会认识的粉丝，我们总是互相置换
票，交流追星行程信息，拼房什么的，
其实这蛮有意思。要知道你的旅行割裂
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与家人朋友，做好
所有行程计划安排，从怎么去温州坐飞
机，怎么抵近旅行地点，怎么样无缝衔
接每一步，做关怀备至的小棉袄，给家
人做好百分百的安排。另外一部分就是
这些不速之客，随着 idol们的行程而变
动，吃什么？住哪里？不存在的，往往
准备好的行程会莫名其妙被打乱，没办
法啊，虽然一把年纪了不像二十几岁会
接机、送机，但偶尔也会遇见明明一起
拼房的人突然失踪，说好的行程不参与
的事情，或者实在和合住的伙伴讲不到

一起，一言不合就拆伙，惊不惊喜不知
道，意外是肯定了。

旅行，就好像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
水，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但是和亲人
朋友一起出去玩，麻烦的总是计划本
身，一开始的计划可能在中途就被推
翻，或者根本就没有开始过。比如我很
想去住丽江玉龙雪山半山腰的酒店，趁
双 11下单了两晚，心心念念要过那种推
窗即见巍峨雪山的风景，95平方米的房
间高处不胜寒的唏嘘，真是说不尽的诗
意和逼格满满，但是很快被我妈制止
了，担心高海拔会有高原反应，每天碎
碎念直到我答应退款她才满足。如果一
切顺利出发了，那么一定要注意旅行当
中的饮食、路线、住宿等方面问题，千
万不要出什么岔子，否则又是一场不欢
而散，但谁能保证旅行就一定会万事大
吉？有时上班搭个公交车说不定都会晚
点迟到呢！有时候讨论来讨论去，不停
加人减人，到最后很可能根本无法成
行，计划成了空谈，最后只能望着攻略
兴叹。

缺什么就向往什么，所以我很佩服
我那个一年中能为自己计划几次旅行的
朋友，我看过她的旅行计划表，满满的
一大本，她还会在旅行途中不断添加内
容，旅行结束后，她就能很方便地将这
些整理成册。而我呢？留下的仅仅只是
去过这个国家、那个城市的足迹，旅途
中的一切如果没有马上记录，记忆就像
金鱼，仅仅只能保留3秒钟了。佩服归佩
服，让我写我的旅行计划，我是肯定写
不出的，毕竟，一个慵懒的假期，睡到
自然醒，吃顿 brunch 就到了中午时分，
逛景点打卡什么的，还是看心情决定吧。

魔头橙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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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连二三线城市周边小县城的
菜市场都整改了，以前但凡是聚众已久
的大马路牙子，两边街道轰的铺开，肉
琳琅菜琳琅，隔相呼应的，遥遥相望
的，错落有致。一般来说那条马路最靠
外边的摊贩一定是卖水果的，东西南北
走向的交口，来往买卖多，也不难看，
位置最佳实属道义之上。再往里走就是
些固定的蔬菜摊位，中间穿插着豆制品
的小铝皮桌，吊猪肉养鸡笼的要走到中
后段才碰得上，味道是大了些，但毕竟
要么是活鲜要么是新杀，总归买起来心
里敞快。像我妈这样的老主顾，每天上
班前自行车蹬的飞快，固定的摊位挑挑
拣拣，一兜称完直接把菜啊蛋啊的搁在
摊主那儿，然后等着中午下班路过这片
广袤，取了菜又飞快的蹬上自行车回家
做饭。前一些日子听闻菜市场被整顿
了，所有的菜农菜贩都被迁到那条路最
里还要再往里走的一个两层小楼里，美
其名曰集中管理，大马路清静了，平时
抱怨车开不进小电驴又多又挤的那些人
开始抱怨菜场远了还不如去超市。可不
是嘛，菜市场就是图个便利，现在方便
全无，集中管理成小型超市默默地也不
知道其存在的意义了。

我住的地方地理位置优越，隔一条
马路就是地铁口，地铁旁边是一个街道
级菜市场。角落里的三层小楼，内里分
得也细致，一楼主要是粮食，家禽和生

鲜，二楼是水果鸡蛋肉铺子，三楼我去
的最多，就是一整层的蔬菜摊位。做生
意这件事真的是各凭本事的，有的摊主
冷酷，满脸写着我心情不好，你爱买不
买，我一般敬而远之，因为我也经常心
情不好，很怕一个不小心擦枪走火，除
非赶上东西真的很便宜，我也就硬着头
皮称上一些，现在想想画面也还挺吊诡
的，卖东西买东西的人两脸铁青，整体
算是个默片。买的时日长了，总有一些
温度适宜的摊主摊位，你变成他们的回
头客，他们变成你的生活习惯，不操心
他们会突然消失，因为他们仿佛跟这个
三层小楼是共生的，物体有多坚固，他
们就应该有多坚挺，所以突然间发现哪
个摊位失踪，会起念想还会有些焦躁，
毕竟谁都不喜欢日常缺个口。

春节前的一个星期我常去的水果摊
就这样默默消失了，摆水果的台子被深
绿色到有点泛黑的布层层叠叠的盖着，
隔壁摊位的老板告诉我他们提前回老家
了，帮忙操办儿子的婚礼，原来是有大
喜事儿。年后又过了将近一个礼拜吧才
回归正常，各种水果按照我熟悉的摆位
精神饱满着，C位永远是苹果，这种价位
一般口感一般营养一般甚至连寓意都中
规中矩的物儿却是活脱脱最不会出错的
威望中心。我一边费心费力挑着身段红
润没有疤痕的果儿一边跟老板瞎哈啦，
听起来不仅她儿子结婚了，连经常在摊

位帮忙的姑娘也定婚了，出于礼节我道
了声恭喜，然后在快要撤的时候被叫住
了，老板看上去也是费了很大劲儿在同
时照顾其他客人的时候手不停地在我看
不见的摊位里摸索，叫住我的时候脸泛
油光，头发因为新烫过短了很多，显得
脸更圆了，眼睛却散着光芒，一面叫我
一面递出来一个粉色的小盒子，我赶忙
道谢过去接。粉色的盒，封起来的缎带
中间穿过一束小假花，盖上贴着一张男
女婚纱照，书“郭云与某某某新婚快
乐”，原来老板的儿子叫郭云啊。也莫名
有种侥幸的被祝福的心情，比平日里参
加不大认识的哪位亲戚的孩子的婚礼都
更有仪式感，蒙了层萍水相逢的神圣。

我习惯在工作日做各种蔬菜大杂
绘，主要原因是手起刀落地做大荤菜又
费神又费时，非周末总归有些束缚本
心，施展不开人生诉求，所以三楼我跑
得也比其他楼层勤快。进楼层对面第一
家的主人是个非常懂市场消费心理的姑
娘，目标人群的定位也很精准，所有的
菜品都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舒展开着，
高低错落且不乏美感，人热情不油腻，
时常买大头送小头，小葱小蒜小辣椒的
往你袋子里塞，大方得体，一股子仗剑
走江湖的肝胆，深得我心。偶尔出去旅
个小游，她可爱乖巧的妹妹会替她照管
摊位，问她姐姐去哪了她总会怯生生地
腆红着脸说去泰国哪里哪里了，我也时

常慨叹上一两句她是应该出去玩玩了天
天累死了守在这儿，然后小姑娘依旧怯
生生地笑，学着姐姐的模样小葱小蒜小
辣椒的往我的袋子里塞，一股子诚心，
让人心生暖意。有时候觉得社会角色是
应该要扮演好的，旁的不说，弟弟妹妹
姐姐哥哥的还是会看着，你什么样儿，
天地人心都有计较。

唯独两样东西我会在别的摊位上
买，番茄和秋葵。番茄的摊像是一个倒
卖总站，量极其大，老板娘是个一看就
很精打细算的人，我因为买的次数多混
了个脸熟倒是能搭上几句话，老板娘对
我也算客气，时常吆喝着让我多买点她
家其他的菜，做生意的风格基本上跟二
楼肉铺子的阿姨差不多，看到我总会客
客气气地问一句“哟姑娘来了啊今天称
多少”。和蔼生疏又礼貌，足够了。最有
意思的是卖秋葵的那家菜摊，老板像唱
小生的，就是年纪略长些，永远不是在
剥毛豆就是在剥粟子，但他家的秋葵基
本上是全楼层最新鲜价位也最适中的，
我一个星期大约是要买一次的，每次买
总会被他和他媳妇调侃“又来买秋葵
啊，壮阳的呀小姑娘”，我也老脸一红地
应和着“对，补补肾”。

依凭着印象我会随身带着十几二十
块的零钱去菜场，后来零钱越来越少，
我也不免俗的开始用手机支付，能抢到
的红包从颠峰的 0.49 元慢慢降到 0.10

元，方便的同时还颇有些乐趣。大约 30
岁左右的摊主普遍的微信或支付宝头像
都是自家孩子，一张张水灵灵的胶原蛋
白，红扑扑的小脸蛋，统一的黑水晶一
样的眸子，活像一头头小萌兽，彰显着
自己是自家父母的骄傲。再稍微年轻一
点的不分男女基本上用的不是自拍就是
自己的艺术写真级照片，每一张都让你
绝对认不出他/她本人，每每扫完我都免
不了想斜一眼摊主本尊，一探究竟，但
终究也还是忍住了，谁还没有个用滤镜
拉到最大值的时候呢，心里有些好笑，
大家对这些关乎人性的小幽默保持着心
领神会，一触即发地缄默着。大体年纪
长一些的摊主习惯在这些支付端使用自
己的本名，什么张本顺，李海明，端红
梅等等，瞬间能把人拉回菜市场这朴实
的地界。

除了纠结每天吃什么以外，在菜市
场游荡的我基本上是保持放松和敏感
的。周遭和日常是聚汇我心神的地方，
我看着那一张张每天浮动在我眼前的
脸，今天会皱眉，明天会微笑，和大多
数的我们一样会为人类最小的事而欢
喜，也会为人类最大的事而悲伤，我们
多么不同，又多么相同，一如既往。

LoLa

有温度的菜市场

在家
吃火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