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子酒

现在正是桃子成熟并密集上

市的时节， 桃子的主要成分是水

分和糖分。桃子是碱性食品，有提

高免疫力，增进食欲、防止便秘、

消除淤血的功效。泡酒时，选用的

品种不同，酒味会存在很大差异，

所以选用不同品种的桃子泡酒也

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在泡桃子

酒时， 选用果肉坚实的桃子会使

酒味和酒香更加出众， 而且酒液

也不会变浑浊。

梅子酒

自古以来， 梅子的药用价值

广为人知， 不仅被用来制作茶、

酒、果汁等饮料，还被制成保健食

品。梅子中含有苹果酸、柠檬酸、

琥珀酸及酒石酸等， 因此有着消

除疲劳和增进食欲的功效。 中医

把熏制的梅子称为“乌梅”，用于

缓解疲劳和治疗虚热。 在几千年

前撰写的中国古书 《神农本草

经》中，也有关于梅子出众药效

的记载。 泡酒所使用的是果肉坚

实的未成熟的青梅。

成都商报记者 蒋庆 整理

（图片选自 《

59

种花果药酒

的香唇之旅》，出版方授权使用）

8月的夏天， 适合女娃娃的

mojito既可当饮料消暑，也可满足

一些女娃娃想要喝点小酒的愿望。

当成都东门一高级超市开业

的那天， 我去买了新鲜薄荷叶和

青柠檬（

我曾经找这两种材料多

次，除了三圣乡的新鲜薄荷，见识

少的我完全没找到过，当然，万能

的淘宝一定有卖， 后来听说在麦

德龙也有卖

）， 这都是为了做我

最爱的mojito。不用说，第一次往

往是失败的， 和我在马来西亚喝

到的第一杯mojito完全就不是一

种酒！这个时候，我发现百度不靠

谱了，上面有各种mijito的制作方

法，配料，分量都不同，于是我只

有通过实验来满足自己挑剔的嘴

巴。几次实验后，在高手的教导下

我试了这个配方：2oz朗姆 (oz:

盎

司

)，1.5oz柠檬糖浆，4块青柠檬，

少许白糖、冰块和薄荷叶。雪莉杯

上盖摇晃2分钟， 加苏打或者汤

力，再摇晃几次即可。朗姆就买最

普通的白朗姆即可； 柠檬糖浆一

定要买屈臣氏出品那种， 是浓缩

型的；柠檬一定要青柠檬，一般市

面上卖的黄柠檬做出来整个酒会

有酸酸的感觉， 完全没有青柠檬

的爽口；白糖一定要有，会给人一

种回甜的口感； 为了满足更多的

需要， 薄荷叶现在我直接在家种

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现在

随手调出来的mojito自我感觉良

好， 我认为是可以击败成都市好

多酒吧的。哈哈，以上仅代表个人

观点哈。你们可以试到相信我，做

一盘嘛。 (Tallmee)

每年七八月份， 正是葡萄上市的时候。

一些家庭里手艺精湛的长辈们便要开始忙

活自酿葡萄酒的行为艺术。相比国外酒庄的

浩大工程，四川的太婆们更乐意喝简易版的

私家葡萄酒。要是知道一瓶拉菲、拉图要卖

上万块，估计太婆们会心疼死。反正是喝葡

萄酒，干嘛要花冤枉钱，自家制作的一样醇

香，更何况还能体会手工劳作的乐趣。

葡萄， 在我家一直属于主流的水果。家

里有根葡萄藤，年岁和我一样大。即便搬新

家时，也未被父母遗弃。千辛万苦辗转到新

家楼顶的花园安家。每逢仲夏，我便热切盼

望着藤上结满沉甸甸的紫葡萄。摘下来放冰

箱里冻一下，那绝对是消夏的首选。这株葡

萄藤，对我妈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那

就是自酿葡萄酒。

传授酿造手艺的是石油部门的朋友，据

说这是他们外派到新疆，从当地少数民族学

来的。葡萄酒的酿造程序并不算太难，但要

干好这件细活儿，没点耐心和细心是完不成

的。挑选原材料十分关键，要选熟透的好葡

萄，个头越饱满、颜色越紫红的葡萄，一来容

易发酵，二来口感越好。要用手把葡萄捏烂，

放在坛子里， 捏完一层葡萄再洒一层冰糖，

如此反复几次，直至把坛子装满。此时的坛

子外观就是红白相间的图案。

坛子用布密封好后， 还得用绳子系紧。

再加一个沙包压住坛口。四五天以后，葡萄

发酵了，会闻到酒香飘出，坛口也会明显膨

胀起来，这时就要打开坛口敞一下气，几分

钟后又恢复原样。大约两周后，开始第一次

滤渣。 滤好的葡萄酒要放入一个大盆中，继

续沉淀。此时，勤劳的老妈也不闲着，手脚麻

利地将先前装过葡萄酒的坛子，从里到外清

洗干净。接着将盆中的葡萄酒进行第二次滤

渣，弄好的葡萄酒放入干净的坛中。你可以

根据个人喜好加入适量的白酒和少许的冰

糖，调整葡萄酒的口感。调好味再度将坛子

密封，大约两周以后，就能开封饮用了。

（李倚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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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吃

吃喝玩乐 请跟我来

@

嘿嘿最乖： 分享严太婆锅

盔，地址：马王庙正街。这个可是

锅盔夹凉粉哦！现烤出炉，面皮脆

而不焦，点后太婆现拌，凉粉甚至

是现刮的，分量十足，两个把我胀

到了， 这是我在成都吃过最扎实

的锅盔，三丝稍微偏咸，酸辣味的

凉粉着实挽回局面， 值得一吃，

ps

：一定要趁热吃哦！

材料：猪手

2

个、红芸豆

250g

、

番茄

3

个、青蒜

3

根、大葱

3

段、姜

2

片、八角

2

个、盐

10g

、泡辣椒

30g

；

做法：

1．

猪手处理干净，斩成小块，

放入锅中加入清水， 待水开后稍

煮一会，撇去浮沫。放入大葱段、

姜片、八角煮

40

分钟后，将猪手捞

出，汤留用。

2．

红芸豆用温水浸泡

4

个小

时，之后放入煮猪手的汤中煮熟，

捞出，用汤匙压成豆泥，汤留用。

3．

番茄洗净切成片。青蒜洗

净，取叶切碎。

4．

把煮好的猪手、豆泥、留用

的汤汁倒入砂锅内， 加入番茄片、

泡辣椒和青蒜，煮开后即可食用。

小贴士：

1．

如果不喜欢吃辣的 ，辣椒

可以不放。

2．

还可以用这道砂锅豆米猪

手作为锅底， 吃过猪手后再扔进

去些白菜、豆腐等，就又成了好吃

的豆米火锅。

@

成都云天：推荐宜宾燃面，

地址

:

西安中路一巷

35

号

,

推荐：宜

宾燃面、口蘑面、生椒牛肉面。特

别是生椒牛肉面加入红米椒，香

菜，店家的牛肉酱拌入其中，鲜辣

的味道爽口开胃。 不过店家的面

条煮得比较硬， 胃不太好的亲们

要给老板说煮软一些哦！

砂锅豆米猪手

夏天正是葡萄上市的时节，到了周末大家免不了要到成都郊

区比如龙泉驿、双流等地采摘葡萄带回家。若摘的是已经很成熟

的葡萄，你都可以嗅到醉人的酒香味，这的确是一个自己酿制葡

萄酒的季节。

成都商报记者 蒋庆

小时候的夏天，没有如今这么多花花绿绿

的消暑饮品，5分钱一个的冰糕就是极大的美味

了，但吃久了也觉得无味，因为冰糕厂为了节约

成本，不可能用白砂糖，而是用糖精。糖精的甜

度为蔗糖的300倍到500倍，但它其实并不是糖，

也不能被人体吸收，食用后还有点苦味。而雪糕

就是用白砂糖，冰凉清甜，还有奶香，只是价格

却要贵上4倍，只能是偶尔尝尝解馋。

假如夏天外婆过来的话，我们就不用去羡

慕雪糕的美味了。

外婆每次过来，都会酿一坛米酒，成都人爱

称其为醪糟，但我喜欢叫甜酒。外婆酿的米酒真

的是甜，如今我有时候也在超市买米酒，但味道

总不如外婆所酿。在盛夏的时节，拿一把小匙子

走进里屋，揭开酒坛的盖子狠狠挖一勺出来。这

小匙子的米酒送入口中，当真如蜜汁一样，一股

清甜的凉意从舌尖一直窜到胃里。品得美味，但

往往忽略了甜酒依然是酒，而且后劲十足，于是

觉得脸上发红发烫，然后晕头转向栽倒在床上，

盯着天花板怔怔地发呆。

据说， 米酒含有丰富

的活性益生菌， 易于人体

吸收， 是营养丰富的养生

食品，具有提神解乏、解渴

消暑，促进血液循环、润肤

的功效。 是不是真的我并

不清楚， 不过85岁的外婆

一年四季米酒不停， 至今

红光满面、身体康健，或许

也真的受益于她自己酿制

的米酒。

酿制米酒， 看起来制

作过程并不复杂， 先准备

好一个坛子，一份酒曲，几

斤糯米。头一晚上，外婆就

要将糯米浸泡， 如果在夏

天的话，浸泡的时间可以稍微缩短。外婆酿制米

酒时，从不看时间，而是去看糯米，她觉得合适

了就将糯米沥干。浸泡的糯米包含水分，已经有

些酥软，这时将其放入锅中蒸熟，我们家的规矩

是，酿米酒时，就不用准备午餐或者晚餐了。糯

米蒸熟后，将其摊开拨散，使其不要结块，降温

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就着蒸熟的糯米，加

入一点糖，就是一顿糖饭。

每到这个时候，外婆就要准备好酒曲，她先

将酒曲碾磨成粉状， 然后用手背试探糯米的温

度，待温度降到与手背的温度差不多时，就均匀

地将酒曲和糯米饭搅拌均匀。酒曲的多少，与自

己的口味相关，若放多点，米酒则更甜一点，外

婆酿制米酒，从来不带称，她更懂不得比例之类

的术语，对她来说，酿酒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火

候的掌握、量的多少，都是生命的一种本能了，

比如放酒曲，糯米温度高了，会把酒曲热换，若

温度低了，又不够发热发酵。不过，据我观察，应

该是30度的样子， 而酒曲和糯米的比例应该在

1:150－1:200之间。

酒曲和糯米均匀搅拌好之后就放入坛中，

最后用碗在坛中的糯米上压一个坑出来， 这样

好让渗出的米汁流到那里。盖子不用盖得太紧，

冬天酿酒时，我们还得准备一条厚厚的被子，因

为发酵需要保持温度，若不盖一床被子，米酒可

能就酿不成功，一般来说，这个温度在25-28度

左右，温度越稳定，米酒就越好。一切完成后，我

们就开始耐心等待，好在等待的时间不会太长，

等三到四天后，酒露出现就可以食用了。

好的米酒有酒香但不呛鼻，没有苦味。吃的

时候觉得甜，吃完后嘴巴则有点酸甜。酿酒的过

程看起来简单，但又很难，母亲也尝试学着酿制

米酒，但都没法做到外婆的水准，我觉得外婆在

酿酒时超过那些精密的仪器， 她不但考虑了温

度、湿度、比例，还有当时的天气、火的大小、糯米

的好坏等等。

手工造

酿酒

醉人的甜酒

简易版私家葡萄酒

女生最爱的mojito

天气热，

一口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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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子酒

葡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