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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长街的鱼汤面

名/菜/谱

■咸高军

长鱼席

舌尖上的春天
■周建云

一场春雨过后，各种野菜从泥
土里钻出来，各种嫩芽儿和花骨朵
儿从树枝上冒出来，为我们的餐桌
增添了丰富的绿色食品。
春天里，在我们洪泽的土地上
长出许多的荠菜和韭菜，春卷就成
了我们洪泽人在春天里常吃的一道
菜。
春卷皮既可以自己做，又可以
上街买现成的，里面的馅儿不是荠
菜配上肉泥就是韭菜配上肉泥，只
要把馅儿用春卷皮卷起来，再用面
糊稍做固定，然后把它们一个个放
进油锅里炸，待出现微黄时捞出，吃
到嘴里外脆内香，
让人回味无穷。
随着菜园里的青菜和大蒜一天
天长高，农人们会采些回家，再割上
一块腊肉，或来个直接烧，或来个腊

肉菜饭，无论哪种都是美味无比。
清明之前，湖、河、沟中的水清
得能看见底，人们纷纷提起篮子，卷
起裤腿下去捞一些小螺蛳和河蚌上
来，来一个韭菜炒螺蛳肉，再来一个
河蚌烧腊肉，鲜美无比，一点也不亚
于大饭店里的山珍海味。
洪泽湖鱼多，洪泽人在鱼刚要
煮好的时候，放进一些香菜，那香味
扑鼻而来，
更是锦上添花。
菠菜、茼蒿、芦蒿、野芹、菊花
脑、枸杞头、豌豆头、香椿芽、马兰头
等有的可以炒，有的可以凉拌，各有
风味。
随着气温一天天升高，村庄里、
河道旁，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洋槐树
上长出了一片片绿叶。紧接着，在
这些绿叶中又挂下来一串串淡白色

的小花，这就是槐花。槐花的清香
会引来许多采花粉的蜜蜂和前来观
赏的人们，顺便捋下一些带回去，来
个槐花炒鸡蛋，黄白相间，美味爽
口。
在那物资匮乏、吃不饱的年代，
各种野菜都是人们用来度命的。而
现在，人们吃野菜既吃出健康，又吃
出营养，更吃出了对过去艰苦岁月
的回忆。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条件越
来 越 好 ，对 旅 游 的 要 求 也 越 来 越
高。就拿我们洪泽来说，乡村游越
来越红火，土菜馆越来越多。农民
朋友们根据市场需求，野菜的种植
面积越来越大。春天里，游人纷至
沓来，成了城乡间一道独特的风景。

难忘车桥阳春楼
■管传生

在 20 世纪 80 年代，阳春楼可
谓为淮安车桥镇上最高档的饭店
了 。 因 为 二 层 小 楼 ，而 取 名 阳 春
楼。饭店菜做得精致，且色、香、味
俱全，深得车桥食客的青睐，招待贵
客非阳春楼不可。整个饭店一共也
就不到十个人，大厨兼主管，各怀绝
技 ，分 工 合 作 ，井 井 有 条 ，忙 而 不
乱。当时，该店最有名的是大家熟
知的车桥软兜长鱼，堪称一绝，肥而
不腻，给人以入口即化之感。食材
为毛笔杆粗细的野生长鱼，汆水非
常讲究，火候和时间必须掌握到位，

否则非硬即碎。划鱼必须是三刀两
片，非一日之功可为之；炒时，温油
预热，时间要恰到好处，食客入口即
知是否为大厨亲自掌勺。
还有一菜不得不提，那就是油
炸鱼丸子。每个丸子如乒乓球状，
大小一致如同机制，通身透白，皮薄
如纸而韧性十足，使其内嫩而富有
弹性，味美无比，给人以无比美妙的
味 觉 冲 击 ，让 人 回 味 无 穷 难 以 忘
怀。阳春楼的鱼丸子的食材选择非
常讲究，必挑刚出水的新鲜活鱼，取
出精肉用刀背反复敲打制成鱼泥，

加入佐料后顺时针搅拌数百次，根
据季节不同静置一定的时间方可制
丸。油温的掌控最为关键，因为温
度稍高就会影响色白，低了不是不
熟就是太老。这全凭师傅的经验，
和软兜长鱼一样，
非大厨不能。
除上述两道菜外，其他菜肴也
毫不逊色，如平桥豆腐虽为平桥名
菜，但阳春楼的师傅们，也能注入车
桥的元素，做出自己的特色，同样让
食客赞不绝口。总之，阳春楼和它
的美味，深深地留在车桥人的记忆
中。

炒蝴蝶片

长鱼宴
■任

食/故/事

冰镇鳝片

香丝丝地滑遍口腔、喉间，沿着食管
直浸五脏六腑。夹上面条，吸入口
中，面条游走于唇舌，美味张扬于味
蕾。好吃，好吃！旁边的宋伟看我
连连点赞，早等不及了，顾不得形
象，与我一起风卷残云，不一刻，就
将一大碗鱼汤面放进了胃中。
不经意间，鱼汤面馆门前已经
人声鼎沸，门庭若市了。店里人坐
满了。店主又在门外摆了几张折叠
桌。热乎乎的鱼汤面上了桌，人们
边吃边说。讨论着国家大事，议论
着张家长李家短的。说着吃着，谈
得眉飞色舞，
吃得酣畅淋漓。
一时间，面馆内外，烟火气十
足。整个东长街仿佛因为有了这间
面馆，而变得欢呼雀跃起来。鱼汤
面的香气和着人们的欢声笑语伸展
到近旁袁鹰走过的百善巷，回旋到
了朱占科的故居，弥漫到了百年江
北慈幼院。
考虑到还要赶往徐州高铁站，
我对一旁咂巴着嘴的宋伟说，出发
吧！宋伟却答非所问地对我说，
“还
想再来一碗”。我哈哈大笑，吃呗。
也许，只有让你吃饱喝足，你才能有
精力陪我远赴他乡。也许，若干年
后，你在他乡，因为想到了今天的这
碗鱼汤面，你会想起东长街，想起
我，
想起生你养你的故乡淮安。

大烧马鞍桥

南，便到了鱼汤面馆所在的东长街
了。走近面馆，定睛一瞧，门面不
大，但别有风情。虽是清早，但面馆
前已是人来人往。我朝里望望，宋
伟已到，正坐在铝合金隔断后的面
桌旁等我呢。见到我，他连忙招呼
店主准备鱼汤面。
我一听，好奇地跟着精干的店
主来到了操作间。我必须看看是什
么样的“鱼汤”和什么样的“面”。店
主见到我这样的好奇，极为高兴，就
像花儿见到赏花的人，
展开了笑脸。
他告诉我，鱼汤面制作时，汤和
面是分离的。边说边指指一旁“咕
嘟咕嘟”冒着热气的大钢锅说，你
看，
“ 鱼汤”是用黄鳝、鲫鱼熬制而
成。这样，熬出的鱼汤既浓又白，鲜
而不腥。又指向面前水已沸腾的大
铁锅，对我接着介绍，
“面”则先下入
这开水锅中，不要搅动，静候其自然
漂起，然后捞出，用凉开水冲刷，再
入锅，复烫即捞出。他一边与我说
着，一边操作。很快，面好了。他
说，这面条经过了刚才冷热二重天，
既筋道又滑润。可以将它与钢锅里
的鱼汤“合二为一”了。于是，取出
一个印有兰花花的面碗，先放入捞
出的面条，然后浇上钢里的鱼汤，用
手撮了一些香菜、蒜花撒上，清清白
白的一碗鱼汤面便成了。
坐上位置，我轻抿了一口汤，鱼

炝虎尾

淮安高铁没有开通时，赴天津
还得从徐州上“和谐号”。为能早点
查找到江北慈幼院的档案，宋伟说，
明天你早点出发，我请你吃鱼汤面。
鱼汤面是什么样的美食呢？我
憧憬着。是鱼熬成汤，在汤里放上
煮熟的面条，还是在有鱼有汤的锅
里直接下上面条？鱼是草鱼、昂刺、
鲳鱼还是黄鳝？吃的时候，有没有
刺，刺会不会卡住喉咙？翻来覆去，
一夜没睡好。脑子里浮现的全是这
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说来，我对淮安的面还是比较
熟悉的。不论是久负盛名的阳春
面，还是近年来五花八门的叉骨面、
腰花面、长鱼面、鸡蛋面。也不论水
面、筒面、挂面，还是手擀面了。偏
喜面食的我吃遍南门到北门，转到
东门战西门。浓浓的面香催醒了我
无数个清晨。形形色色的面让我的
味蕾享受到了古城小康生活的富足
与美好。
但这款鱼汤面，我是真的没有
吃过。不但没有吃过，在街上，连这
样的面馆也没有见过。没见过也没
有吃过鱼汤面。唉，让人觉得没见
过世面了。因此，此番面对宋伟的
邀请便颇为向往。我要见识见识这
鱼汤面是哪儿冒出来的
“物种”。
沿淮安区关天培路进入古城，
在东岳庙西边的红绿灯路口转弯向

冉 文/图

长鱼，学名鳝鱼。我国最早
有文字记载食用长鱼的历史，应
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夏朝。长
鱼习性比较喜欢在河流湖泊中生
长，淮安地处苏北腹地，水网纵横
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淮河、京杭
大运河、盐河、黄河古道、洪泽湖、
高邮湖、宝应湖、白马湖等大大小
小河流湖泊密集，十分有利长鱼
的生长。
《淮安府志》称：
“ 淮安长
鱼，肉嫩而性纯。”因此也就出现
了一大批烹制长鱼的名厨和变化
多端的烹制手段。徐珂在其著作
《清稗类钞·饮食类》中说：
“ 同光
间，淮安多名庖，治鳝尤有名，胜
于扬州之厨人，且能以全席之肴，
皆 以 鳝 鱼 为 之 ，多 者 可 致 数 十
品。盘也、碗也、碟也，所盛皆鳝
也。而味不同，谓之全鳝席。号
称一百有八者。”长鱼宴基本形成
在五代时期，到了十九世纪中叶，
即清同治、光绪年间，长鱼宴已发
展到了鼎盛时期。
长鱼宴每道菜的选料都十分
讲究。比如，大烧马鞍桥选用的
是大些的（一般每条重量在 250
克—350 克）长鱼，活杀，活杀时
宜用利剪刺破鱼腹，去除内脏，然
后切成 5 厘米的长段；软兜长鱼，
必须选用笔杆青（毛笔杆，直径约
1 厘米左右）的小长鱼汆熟后，再
用竹篾刀划开，取长鱼脊背肉；叉
烧长鱼方则选用长鱼生杀后的脊
背肉；炝虎尾是专门选用熟制后
的长鱼尾部（去骨）肉；煨脐门是
选用长鱼脐门上的一段腹腴肉；
生炒蝴蝶片则取大一些的长鱼活
杀后的背肉……

从长鱼的配料和调料上看，
也各有不同。除了蒜、姜、葱、绍
酒、胡椒、麻油等不可缺少的基本
调味品外，像红（青）辣椒、洋葱、
韭菜、韭黄、韭苔、鲜蒿、青菜、茭
白、土豆、芦笋等等，都可作为配
料；在荤食配料方面，有猪、牛、
羊、鸡、鸭等家禽，或肉或掌翼或
高汤，都是长鱼菜的最好配料；在
调味品上，有的菜更宜放些桂皮、
丁香、花椒、八角、茴香等。
长鱼菜在做工上十分讲究精
细，前期准备工作（刀工）中有汆
制、划切、生杀、改刀等。比如汆
制时，对相对应的菜而言，水温的
掌握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另外，
有的菜还宜用荤汤。生杀时，有
的是用刀面将长鱼击昏，有的则
将长鱼头部固定在砧板的尖钉
上，然后用刀或剪剖杀。长鱼菜
在烹制上也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烹
饪技术：烧、烩、炒、溜、汆、煸、炖、
煮、贴、煎、炝、拌……因此，长鱼
宴可以说是检验一个厨师全面技
术的
“试金石”。
长鱼宴自问世以来，至今已
有一千多年历史，经过历朝历代
厨师们的努力，流传至今仍有其
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在继承淮扬
菜烹饪史乃至中国烹饪史上这一
重要的、最华彩的篇章的同时，也
要对长鱼宴进行广泛深入的研
究，在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同时，
还要科学、大胆改革和创新，以适
应新的时代的变化，以适应当代
人们的饮食习惯和消费要求，使
长鱼宴这一古老的传统名席焕发
出新的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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