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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松糕一条街”

松糕松软香甜成
“网红”
■ 文/记者 何有凤

▲塘

市场的“松糕一条街”。

▶外表金黄发亮的松糕，糕体松软香甜。
记者 刘冀城 摄

入秋时节 雷州牛腩飘香

松糕是粤西地区地道的传统
美食，在湛江很多地方都有，做法
也大同小异，只是松软和甜度有所
不同。对于塘 人来说，松糕是很
平常的糕点，也是大众普遍很喜欢
吃的一种美食，它容易制作、易保
存又便携、易饱腹，其口感松软，清
甜可口，富有弹性，自然成为了一
道大家日常喜爱、男女老少皆宜的
糕点小吃。
最近，吴川塘 松糕着实“火”
了起来，在抖音等网络平台上风靡
一时，甚至一度登顶湛江美食总榜
榜首。于是，不少人慕名特意驱车
到塘 ，就只是为了一尝松糕的美
味，甚至在湛江市区的业主微信群
里也频频出现塘 松糕的接龙团
购。近日，记者到吴川采访时，也
专门绕道来到塘 市场，也是为了
去品尝了一下那“火遍全网”的网
红松糕。
在塘 市场有令人来到便不
禁垂涎三尺的“松糕一条街”，甚至
远远就能在空气中闻到一股香甜
的味道——在这里，整排商铺销售
的主打品都是松糕，搭配着还有马
蹄糕、芋头糕、红豆糕等。
外表金黄发亮的松糕，看起来
格外诱人；糕体切面看着蓬松，但

松软中却又有种恰如其分的韧
劲，切成长条拎起，柔韧的糕体在
手 中 来 回 摇 晃 ，却 不 会 断裂——
塘 的松糕在制作中采用的碱水、
红糖等配方成分和面粉发酵程度，
令它少了厚实，多了松软柔韧；少
了甜腻，少了苦涩，让舌尖上多了
清甜可口的口感，吃着不易粘牙。
记者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口感松
软弹牙，香甜软糯，真是甜而不腻。
塘 松糕在网络上走红，
“松
糕一条街”也随之成为游客新的网
红打卡点，前来购买松糕的人络绎
不绝，卖松糕的店主手起刀落，一
整个近十斤重的松糕籺很快就卖
完了。有些顾客更是慕名从外地
赶来“打卡”品尝，随后又心满意足
地提着一大袋松糕回去，甚至用纸
箱打包扛走。
在“松糕一条街”里，还有被网
友 昵 称 为“ 松 糕 西 施 ”的 姐 妹 俩
——这两朵“姐妹花”扎着低马尾、
打扮朴实，在抖音等网络平台对松
糕进行直播推广，优质的松糕品质
加上网络营销，打响了吴川塘 松
糕的
“名堂”，吸引了众多粉丝。
姐妹俩虽然年轻，但切松糕时
却非常老道——手法“快准狠”，利
落地称斤、装盒。她们告诉记者，

自家从祖辈传到父辈，已有 30 年
的做松糕经验，经过不断改良，她
家的手作松糕已经得到了更多人
的好口碑。以前是都是附近的邻
里街坊交口相传，如今到了姐妹俩
第三代，她们深知网络营销的力
量，经过创新在网络平台直播带
货，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塘 松
糕、爱上了塘 松糕。如今，电话
预定的客人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
多的客人从比较远的地方赶过来
品尝；甚至在最高峰的时候，她们
一天能卖 200 多个松糕。
在“松糕一条街”里，除了“主
打品”松糕，一般店里还有芋头糕、
马蹄糕等。用米浆和芋头制作而
成的芋头糕，米香味和芋头味交融
在一起，再撒上些香酥的芝麻，让
人不禁食欲大增。如果将芋头糕
加上调料放入到油锅里翻炒，炒至
表皮酥脆，香味更加浓郁诱人，让
人百吃不腻。此外，还有 Q 弹爽脆
的双色马蹄糕，层次分明，软、滑、
爽、韧兼备，味极香甜，富有嚼劲，
在口里越嚼越香，红糖夹着马蹄的
清香，令人神清气爽。
在塘 市场里，各色糕点各有
千秋，不少人喜欢各色口味都买一
些，一次性饱尝糕点美食的乐趣。

■ 刘巧钦
牛腩温补，宜热吃，秋冬时节，吃牛
腩正当时。
牛腩是雷州人舌尖的至爱。入秋
之后的午晚餐时分，雷州街头巷尾，牛
腩飘香。尤其，数十年“老字号”的各色
牛腩小吃店，在雷城更是随处可见——
拌 汤 的 白 切 牛 腩 、中 药 材 卤 制 干 熨 牛
腩、特色牛腩粥……都是雷州出类拔萃
的特色美食。
中午时分，离雷城有名的李记白切
牛腩店约百米开外，就可闻到熟牛腩的
醇香——这里中午常食客如云，打包带
走的食客也纷至沓来。李记店玻璃柜的
大吃盘里置放着水煮熟透的大块儿肥美
牛腩肉。柜台一旁，一个大面盆盛着热
牛腩汤拌熟白萝卜细块，一个大瓷罐盛
着切成丝状的腌大头菜，还有一大瓷罐
香葱末，一瓶熟花生油，一瓶芝麻油，一
大瓷罐盛着已配制好的小袋装酱料。当
然，一大电饭锅牛腩饭也是午餐时分少
不了的美味主食。
店员根据食客的需要，把已过称的
牛腩等切成薄片或小块，放入大瓷碗里，
添进热牛腩汤，添上适量的白萝卜块与
腌大头菜丝，再撒上一把香葱末，挤进几
滴花生油与芝麻油，一大碗色味香俱绝
的白切牛腩汤便调配成了；要将之打包
带回家的客人，
还可以捎走两包酱料。
李记店的白切牛腩汤与自调制的酱
料、自煮的牛腩汤饭，三者结合才是完美
的搭配，缺一不美。原汁原味的白切牛
腩片、绵软肥美的牛内脏块，醮着芝麻蠔
油酱油等十种配料合煮而成的特色酱
料，再拌着汲取牛腩汤汁精华的米饭，舌

尖马上感受到一种美
味的奢侈和富足。大
半碗汤饭，对着几块
牛腩片下肚，不觉会
有些许油腻感，此时
再吃几块清爽的白萝
卜与几丝酸溜溜的腌大
头菜，喝几口清甜的汤，
油腻饱噎感顿消，齿颊留
香便有了一种发自内心
的愉悦饱足感。
傍晚时分，雷州曲街骑
楼的德记中药材卤汁牛腩
干煲店，生意更红火。德记店主博
采众长，在传统的清炖基础上，烹
饪出一种特别挑逗味蕾的新风味牛腩佳
肴——牛腩在节能面炉里清水慢炖一小
时后，捞起放进盛着由约二十种中药材
配制的卤汁里，继续慢火续炖约两小时，
直至汲足卤汁散发药材芳香的棕红色牛
腩大块被捞起，
放进玻璃柜里待卖用。
根据食客要求，店主将牛腩切成薄
片，拌进腐竹、洋葱、尖椒、花生油、香菜
以及少许卤汁，再放进瓷罐里加盖猛火
焗八分钟后熄火——这一份开盖上桌的
牛腩干煲，顿时浓香四溢，不需如何酱料
趁热可吃了。干煲里的牛腩片，甜蜜裹
夹着适宜的咸与酽，药材香、蔬菜香与
牛腩的醇香相融相溢，颇有嚼劲的牛筋
牛肚牛舌，被酿得嫩滑爽软，入口咀嚼竟
有糕点般软糯的口感。锅里被牛腩卤汁
润泽着的腐竹与洋葱，也是别具一格的
美味。
雷城西门街一家白切牛腩店早晚皆

舌尖上的秋天
■ 陈赫

▲美味牛腩
美味牛腩。
。 记者 李忠 摄
供应花生牛腩粥，也是常常门庭若市。
店主把水煮熟透的牛腩块牛内脏用刀横
直切细碎，置于玻璃柜保温盘里；清淡的
牛腩汤煮好了一锅碎米粥，盛入保温的
桶里；再炒一大瓷碗花生粉，切一大瓷碗
切细的葱花末，
煮一灌熟芝麻油待用。
早餐时分，一碗热粥，一勺子碎牛
腩，一勺子炒花生粉，半勺子葱花末，几
滴芝麻油，拌和，便是一碗香味四溢色彩
养眼的花生牛腩粥——口感绵厚的牛腩
粥，没有丝毫白切牛腩的膻味，牛腩的肥
美与炒花生的香脆，健康营养，便可以美
味开启美好的一天。

在鲜花、夕阳、温柔的晚风组
成的秋天，我在寻觅一份独特的美
食，感受舌尖味蕾上的秋色。
“羡君一叶穿花底，醉吸荷筒
月露凉。”秋季的莲藕最养人。秋
天天气干燥，人也容易上火、燥热，
养阴清热、润燥止渴的食物为秋季
养生首选。莲藕生吃能清热润肺、
凉血化瘀；熟吃则有健脾养胃、安
神健脑、益血补髓等功效，是秋季
的滋补佳品。
“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
榴子鲜。”秋天是吃石榴的最佳季
节。石榴果粒酸甜可口多汁，养分
价值高，含有维生素 C 及 B 族维生
素，有机酸、糖类、蛋白质、脂肪及
钙、磷、钾等矿物质，还富含丰厚的
各种酸类，包含有机酸、叶酸等对
人体有保健功效。
“堆盘栗子炒深黄，客到长谈
索酒尝。”有人称板栗为秋天最好
的味道。气候转凉，人体的气血开
始收敛，这段时间食用栗子进补尤
为适宜。栗子味甘性温，具有养胃

健脾、补肾强筋、活血止血、止咳化
痰的功效。手中拿一纸袋刚出锅
的栗子，伴着秋风爽爽，边吃边走，
这是秋天最惬意的事。
“藜藿盘中生精神，珍蔬长蒂
色胜银。”茄子，古时叫落苏、昆仑
瓜、草鳖甲等。
“ 立夏栽茄子，立秋
吃茄子”这句谚语表达了茄子的生
长属性，又概括了享用美食的生活
哲理。秋季新鲜下架的茄子，含
有多种维生素、脂肪、蛋白质、糖
及矿物质，不仅价廉物美，而且营
养丰富。
“满院香风乍熟楂，猴孙抱子
坐枯槎。”秋天是山楂成熟的季节，
山楂里因含三萜类烯酸和黄酮类，
也被称为降低血压和胆固醇的“小
能手”。山楂味酸甘、性微温，能消
食健胃、行气活血、止痢降压；生山
楂还有消除体内脂肪、减少脂肪吸
收的功效，减肥的人可以多吃。山
楂从一串冰糖葫芦起便承载着我
儿时的记忆，酸酸甜甜的味道，秋
天里更是满满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