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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间
有“好吃
不 过 饺
子” 的俗
语。 每逢
佳 节 ， 黑
家饺子是
很多邢台
人餐桌上
必不可少
的美食。

在 不
同人的心
中， 黑家
饺子有不
同 的 意
义， 不过
在喜爱它
的 人 心
里， 相同
的是那一
代人的味
觉记忆。

� “莹润的面皮裹
着 水 绿 的 西 葫 芦
丝， 蘸上泛着金黄
香油花的陈醋汁 ，
底下还沉着捣至透
明的蒜泥。 ”内丘菜
卷就是这样一味简
单的吃食， 百姓巷
陌处的寻常烟火 ，
它蕴藏着的不仅是
儿时的味道， 还有
一缕乡愁。 也许，这
就是内丘人心目中
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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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家饺子最早的老店位于桥西冶
金南路，家住附近的杨梅，从小便是那
里的常客。如今在外地工作的她，依旧
记得当时在黑家饺子馆门前排队吃饺
子的情景。

排队的盛况， 同样留在沈荣芬的
记忆中，从前台到后厨，到带上面点师
的帽子， 她十几年都跟黑家饺子在一
起。

除了人多， 当时的味道也像一颗
缓释胶囊，久久停留。“一口下去，汤汁
就出来了， 当时觉得没有什么比它更
香了。 ”沈荣芬说。

在邢台地区， 大大小小的饺子馆
有多少， 谁也数不清， 味道也不尽相
同。 黑家饺子的独特之处，鲜、香、美，
肥而不腻。

1932 年，创始人黑振斌和马玉林
在邢台马路街（现中兴大街）老南关的
边儿上搭建了 4个棚子， 开办了一家
小小的饺子馆， 并以黑振斌姓氏排头
取店名为“黑家饺子馆”。

如今，黑家饺子馆在邢台已有 26
家连锁店，到处可见。 当年，排长队吃
饺子的记忆，始终萦绕在杨梅内心，她
和无数食客一样，钟爱那个味儿。

黑家饺子也就在这些人的热爱
中，传承创新。 不断创新的黑家饺子，
现在品种多达十几种， 以满足不同食
客的口味。凭借着独特风味，黑家饺子
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 相继被省市
多家媒体报道。

昨日上午 9时许， 位于桥西冶金
南路的“黑家饺子馆”已开门，这家店
已有 30多个年头，是市区内最早店。

市区内任意一家黑家饺子馆内，
都会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食客，知味
停车，闻香下马，一饱口福。

来上一盘热腾腾的饺子， 用筷子
夹起，咬开一个小口，轻轻一吸，顿时
满嘴清香， 再看饺子馅儿， 一个肉丸

“藏”在其中，这就是黑家饺子，深藏在
杨梅、沈荣芬的记忆深处。

跟着记者脚步， 在黑家饺子的后
厨操作间内， 负责饺子的总管李社丽
表示，黑家饺子选的肉料极为严格，需
1 至 3 年的羊为最佳，选上脑、通脊部
位的肉料加工， 他们严格遵循独家秘
方，进行肉馅加工、时菜选取、和面时
间等，都是遵循操作准则，始终如一。

“好料出好馅，好工出好味，是黑
家不变的经营理念。 ” 李社丽表示，
祖辈留下的好东西， 一定要原汁原味
地传下去。

邢台饺子，黑家美味。

� � � � � 家的味道
□本报记者 尹彩红

说起内丘菜卷，王彦芳掩饰不住一脸的喜
欢：“那是家的味道。 ”

儿时的她认为，娘做的菜卷是这个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美味。

时值中午，放学归来，她前脚刚迈进大门
槛，只要听见屋内擀面杖的响声，她就知道十
有八九娘在做菜卷了，一种期待从心底油然而
生。

将新下来的西葫芦擦丝，调入油盐；面粉
加温水，和成柔软面团，用擀面杖擀成圆饼状，
不厚不薄；将调好的西葫芦丝放入面皮中层层
卷起，想吃瓷实的就卷紧些，想吃松软的就卷
松些；卷好后切成两寸长的段，上笼屉蒸。

期间， 娘也会招呼她们剥上几头新蒜，捣
碎，倒碟陈醋，点上几滴香油。 而后，且等着菜
卷出笼。

20 分钟左右，一揭蒸笼，那热气腾腾菜香
阵阵的菜卷鼓胀胀圆滚滚在眼前。 娘哈着气一
个个取出，码上箅子。 不一会儿，再看菜卷，便
泄了股气，面皮和菜馅温存一处，作半透明状，
隐隐地露出里面的嫩绿。

姐弟几个围了上去，争着去拿。 此时，娘也
会疼爱地拨拉着她们的手：“烫，晾晾再吃。 ”

趁娘不注意， 调皮的弟弟会迅速拿上一
个，举着菜卷边吃边往外跑，到大街小巷内呼

朋引伴。 而王彦芳则会蘸口醋汁吃口菜卷，或
有创意地直接舀一勺子醋倒进竖起的菜卷，每
每此时，她总是一脸享受。

这边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那边娘会不动
声色地将两个菜卷放进馒头筐内， 盖上棉布，
王彦芳知道那是给下地未归的爹留的。

姐弟几个一阵狼吞虎咽过后，各个摸起了
溜圆的肚子，再看箅子上，菜卷已所剩无几。

在王彦芳的记忆中，娘是跟她的娘学做的
菜卷。 而娘的娘是不是跟她的娘学做的菜卷她
不清楚。 但她清楚的是，在内丘，只要提起菜
卷， 庄稼户的大姑娘小媳妇几乎没有不会做
的。 并且，说起这道美食的普及程度，那就如同
羊肉泡馍在西安，拉面在兰州。

春季，那经了风吹日晒，水润土养，合着时
令栽种的西葫芦即将上市，年逾 7 旬的娘又打
来电话：“啥时候回家？ 回家俺给你做菜卷。 ”

“莹润的面皮裹着水绿的西葫芦丝， 蘸上
泛着金黄香油花的陈醋汁，底下还沉着捣至透
明的蒜泥。 ”每想一次，王彦芳心底便多一层思
念。

也许就是这样一味简单的吃食，百姓巷陌
处的寻常烟火， 它蕴藏着的不仅是儿时的味
道，还有一缕乡愁。 也许，这就是内丘人心目中
家的味道。

□本报记者
孙彩霞 文/图

黑家饺子

内丘菜卷

走起路来步履蹒跚，上下楼时关节疼痛
不敢使劲，早晨起床或久坐矮凳站起时关节
僵硬迈不动步，下蹲困难，关节活动时有摩
擦声，严重者关节积水、肿胀甚至变形。 许多
人认为上了年纪就这样， 其实这是一种病，
是由于关节软骨退变引起疼痛造成的。 骨质
增生、滑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损伤是比较
常见的临床表现。 然而由于关节软骨层、半
月板属无血管组织，缺乏血液供应，给治疗
带来了困难，有些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
甚至要面对做手术换关节的选择。

“仙草蓇痛贴”专门针对此类问题研制
而成，该方源于元代《十药神书》收载的云南
民间奇方， 经现代中医大师研制改进而成，

配方大胆创新， 一改传统疗法活血化瘀、消
肿止痛之陈规，独创穴位贴敷、远红外透皮
吸收之新法，一举突破了常规产品无法进入
病灶的医学难题，使受损软骨的每一个细胞
都完全置于有效成分的全面滋养激活之中。
患者只需按专业人员的指导把产品贴敷上
去，疼痛很快就能缓解，数日炎症消失，关节
活动有力。 坚持使用，软骨逐步修复，滑膜组
织恢复正常，关节爽利，上下楼，逛公园，像
正常人一样生活。

医师专线：0319-8767580���市内
送货，外地邮购、药到付款

邢台指定地址：邢台市顺德路市一院南
临 顺德药房

云南奇方专治“膝关节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