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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彭 洁文/摄
“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江南小城台州，

在饮食上向来讲究“无鲜勿落饭”。但不知
从何时起，来自广西柳州的一味以“酸辣
臭”著称的地道小吃开始在这座小城里受
到欢迎。

螺蛳粉，汤汁由猪骨与螺蛳熬成，弹滑
爽口的米粉沉浸在汤底，汤面上点缀着金黄
干脆的炸腐竹、嫩绿的葱花，漂浮晕染开来的
辣红油，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酸笋——这是
一碗香臭香臭的螺蛳粉的精华所在，鲜嫩
开胃，可吃不可闻。

酸辣臭的重口味，是螺蛳粉所具备的
最突出的特点。这与台州人新鲜清淡而又
低调含蓄的饮食习惯截然不同。但在你的
朋友圈，一定有那么几个吃螺蛳粉吃得不
亦乐乎的人。事实上，“吃”可不是正儿八经
的叫法，地道的叫法是“嗦”，嗦粉。

过去的 2020年，台州街头的螺蛳粉店
越开越多，外卖平台的月销量直冲 5000+，
方便速食螺蛳粉也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卖得
火热……这些热闹场景的背后，是一群嗦
粉嗦得嘴角流油、浑身“臭味”萦绕却欲罢
不能的年轻人。

这是螺蛳粉的神奇力量，也折射出一
座城市对口味的改变与包容。

这个冬天，你在台州，嗦一碗又臭又香
的螺蛳粉了吗？

被热捧的美食

所有的现象都在表明一件事：2020年，
是螺蛳粉爆红的元年。

2020 年底，“柳州袋装螺蛳粉今年
（2020）产销超百亿元”的消息冲上了热搜。
据媒体报道，截至 2020年 12月 17日，袋装
柳州螺蛳粉产销突破百亿元，达到105.6亿
元，较去年增长 68.8%，提前两年完成“袋
装柳州螺蛳粉销售收入100亿元”工程。

而其实，早在新冠疫情较为严重的去
年上半年，“人们对螺蛳粉的需求就出现了

‘井喷’，‘螺蛳粉’先后十几次登上微博热
搜，‘全网催货、销量暴涨，日产销量已从疫
情前的约150万袋飙升至300万袋’”。

除了两箱螺蛳粉，去年“双十一”，路桥
姑娘徐熙什么也没买，“我一直放在购物车
里，看降价了，就果断出手”。不到两个月时
间，那箱 280g/10 袋的螺蛳粉已经被她吃
完，400g/10袋的“加辣加臭加腐竹”的这箱
螺蛳粉还剩4袋，而她新下单的两箱280g/6
袋的礼盒装螺蛳粉还在运输途中，“一箱自
己吃，一箱送朋友”。

从 2020年 4月，在朋友的推荐下吃了
第一包螺蛳粉后，徐熙直言自己“就像中毒
了”一样，“欲罢不能，几天不吃就会想”。

在手机上打开徐熙常购买螺蛳粉的电
商APP，经营螺蛳粉的网店五花八门，月销
量从几十万件到几千件都有，下方留言的
是清一色的追捧者。

“这些牌子的螺蛳粉，我基本上都吃
过。”同为追捧者的徐熙一脸骄傲，“从广西
本土的品牌好欢螺、嘻螺会、螺霸王，到李
子柒、三只松鼠、百草味、良品铺子、拉面说
推出的螺蛳粉，我都吃过。”接下来，她打算
去买肯德基推出的方便包装的原味螺蛳粉
和大片鸡肉螺蛳粉来尝尝。

柳州螺蛳粉在 2014年推出方便食品
包装。有数据显示，2020年消费者购买螺蛳
粉的渠道分布中，网上商城以 51.54%的比
例成为首要渠道。

椒江人冯佳佳也在 2020年成为一名
嗦粉爱好者。由于租房不方便做饭，她满足
口腹之欲多半得依靠外卖点单，每当想吃
一口螺蛳粉的劲儿上来，她就会打开外卖
APP，找到常吃的那家螺蛳粉店下单。约摸
半个小时后，一碗又香又臭的螺蛳粉就会
上桌，她便美美地嗦起来。

冯佳佳常吃的这家螺蛳粉店位于椒江
区岩屿路，店面不大，但味道极大——还未
走近，便能远远闻到螺蛳粉独有的味道漂
浮在空气中，久久不散。

1月7日这天，多年未见的雪花洋洋洒
洒地在空中飘落，螺蛳粉店里却热气腾腾。

临近饭点，黄衣服、蓝衣服的外卖小哥一个
接一个地走进店里，拿起已经打包好的螺
蛳粉又匆匆离去，但操作台外仍几乎时刻
保持着六七份外卖待取的状态，“您有新的
外卖订单”的消息声也不绝于耳。

经营这家螺蛳粉店的年轻夫妻在操
作间里忙个不停，一个负责煮粉烫菜，一
个负责放配料和打包，分工明确，动作娴
熟。老板娘告诉记者，他们不是柳州人，这
家螺蛳粉店是加盟的，“生意还不错”。虽
然没有具体统计过一天能卖多少碗螺蛳
粉，但作为外卖APP里排名和评分都较高
的 一 家 螺 蛳 粉 店 ，他 们 确 实“ 很 忙 很
忙”——外卖APP显示，这家螺蛳粉店的月
销量达到5741份。

黄岩区西城街道永宁街，陈华福的米
粉店开了近三年，经营酸辣粉和各种米粉。
去年下半年，他顺势推出网红螺蛳粉，售价
15元，现在已经成了店里卖得最好的产品，

“每天都能卖出几十碗”。
中午 11点半，不大的店里坐满了就餐

的客人，螺蛳粉特有的气味在屋顶盘旋。
“很好吃，特别是螺蛳粉里的酸笋，就

冷不丁地刺激一下，很爽……我隔几天就
要来吃一碗。”一位正在嗦粉的顾客说。

“元旦那天，我就是嗦着螺蛳粉跨年
的。”邻桌，一位刚嗦完粉的女生，擦擦嘴
角，一脸饱腹后的满足。

爱与不爱

这一碗有人爱得不得了的螺蛳粉，有
人却避之不及。

“我觉得螺蛳粉的气味闻着像大象的
粪便。”美食爱好者林先生直言不讳，小时
候他在动物园闻到过那样一股难以形容的
味道，如今已过而立之年，那味道却仍存在
他的记忆里，很突兀。以至于，在玉环新开
的商场里路过一家螺蛳粉店，远远飘来的
味道让他误以为这里刚进行过一场马戏表
演。“这个味道我忍受不了。”闻都不行，更
不要说去吃。

“很奇怪，第一次闻到螺蛳粉的气味，我
也觉得像屎。但身边的人都说好吃，我就试
着去吃了。”徐熙说，新世界
的大门就这样被打开了。她
一头扎进螺蛳粉的漩涡里，越
陷越深，不可自拔。而在此之前，
她是个几乎不吃辣、口味清淡
的土生土长的路桥姑娘。

臭，是一碗螺蛳粉奉献给食客的柔软
的心。这股臭味，并不来自汤粉或主食本
身，而来自最为重要的配料——酸笋。酸笋
发酵后的味道与其他食材互相交融，产生
了一种奇特的嗅觉与味觉感受。

一碗螺蛳粉可繁也可简。除了传统的
原味，即只有炸腐竹、酸豆角、酸笋、花生、
木耳、黄花菜为配料的螺蛳粉，还有菌类、
卤蛋、贡丸、叉烧、鸭胗、鸭掌、麻辣香肠、油
炸猪手、牛腩、花甲、鸭翅、肥牛等各种配料
的螺蛳粉，价格从每碗15元到26元不等。

202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高天第一次
在位于椒江区枫南路的家里，跟着视频里
那位来自广西柳州的美食博主煮螺蛳粉。

“煮一个三鲜汤头，把瘦肉、猪肝、小肠放在
袋装螺蛳粉配的汤料里煮，再放粉和青菜
煮。出锅以后，再加白醋、蒜、辣椒油……酸
辣臭鲜，那一碗螺蛳粉吃得我真是终生难
忘，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浑身冒汗，只觉得
太爽了！”

但高妈妈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却让高
天哭笑不得：“你把厕所弄堵住了？”

外卖APP中，在冯佳佳常吃的那家螺
蛳粉的顾客评价中，有人留言：“配料有股
臭脚丫子的味道，一口吃不下去，这么多好
评是怎么刷出来的？难以想象这玩意儿居
然会有回头客。”

冯佳佳就是“这玩意儿”的回头客。一
碗螺蛳粉，“闻的时候就让我流口水，拿起
筷子使劲儿往嘴里塞。嗦完以后看见有人
捂着鼻子很嫌弃，我就更心满意足了，还有
点骄傲”。

高天至今也没能劝说妈妈吃一口螺蛳
粉，甚至每次他在家煮，高妈妈就会出门，再
回来总是一副皱着眉嫌弃的表情。“这是一
般的臭？整个房间都是臭的，臭得让我都不
想呼吸了。”高妈妈想不明白，吃鱼只爱吃清
蒸的儿子，怎么会爱吃这么奇怪的东西。

爆红的背后

高天说，让他愿意去尝试第一口螺蛳
粉的主要原因是，“猎奇、新鲜感，而且网上
铺天盖地地都在吃”。

冯佳佳也是因为“新鲜感”嗦了第一口

螺蛳粉。“我当时就很好奇，怎么会有人喜
欢吃跟屎一样臭的东西？”嗦完第一碗，她
明白了，“螺蛳粉在我心中完成了从臭到香
的转变。”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追赶潮流，消费意
识也很超前，有自己的消费特点，一旦什么
东西在网上火了，成了网红，他们就想去尝
试，一部分人就会接受，特别是食物这种很
容易得到的东西，肯定会受到年轻人的追
捧。”有十几年餐饮从业经验的陈华福深谙
其道，所以，店里推出的螺蛳粉就被他取了
个直白的名字，叫“网红螺蛳粉”。

但是，不论是高天还是冯佳佳，都提到
自己喜爱螺蛳粉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道食
物本身具有的魅力。

“螺蛳粉很治愈，能化解焦虑，没有什
么是嗦一碗加臭加辣加酸的螺蛳粉不能解
决的。”高天说，他所在的公司晚上经常加
班，“累得脑袋不想转的时候，嗦一碗螺蛳
粉，香臭辣酸的味道完美融合，像在嘴里跳
舞，我就觉得神清气爽，这是其他食物无法
满足我的。”

除了口腹的满足，螺蛳粉带给冯佳佳
更多的，是快乐。“我们同事间有个微信群，
叫‘嗦粉天团’，有十几个人，全部都是爱吃
螺蛳粉的。”她说，螺蛳粉的臭味，具有很强
的分辨性，“要么被别人嫌弃，你一个人吃；
要么我们就是可以一起嗦粉的‘臭味相投’
的‘生死之交’。”

在徐熙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推
动了螺蛳粉的火爆。“宅在家里，方便食品
肯定少不了。传统的方便食品配料太单一
了，就一点点蔬菜包和调料包。螺蛳粉就不
一样了，配料多、味道重，特别是酸笋，闻着
臭吃着香，我觉得这是年轻人对方便包装
食品口味要求的升级。”

自己煮螺蛳粉时，徐熙总喜欢加上各
种自己喜欢的配料——香肠、虾、丸子和各
种蔬菜、豆制品，盛了满满一大碗，所有的
食材都散发着浓烈的香臭的味道……这感
觉，太奇妙了。

“螺蛳粉是很有个性的食物。”高天说，
“几乎所有的东西，包括食物都被包装得香
喷喷、光彩照人。只有螺蛳粉，它毫不避讳
自己散发出来的味道，就好像在说，‘我就
是臭的，但是我好吃，你爱吃不吃’。”

大概，只有有个性的食物，才能
让人欲罢不能吧。

一场口味的变革

今天，你嗦螺蛳粉了吗？
林 立

大家好，我就是稿子中提到的那位“林先
生”。

对，就是那个闻到商场异味，本能地想起12
岁那个遥远的下午，家长带我去野生动物园看大
象的画面的人。

当我知道，那个味儿不是大象粪便而是来自
一道食物的瞬间，我哑然失笑。

这碗粉的内涵，真是有趣啊。
螺蛳粉的爆红，其实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迅

猛。很多年前，就有老饕在推荐这道柳州名小吃。
好这一口的人，默默享受很久了。

爆红的与其说是螺蛳粉，不如说是两个为螺
蛳粉站台的食客群体。

“爱吃”与“厌恶”的对攻，刺激了更多看客，
特别是年轻人，从而引起一浪更比一浪高的购买
狂潮。螺蛳粉再次证明了，网络时代的餐饮业铁
律：得年轻人胃者得天下。

我是“厌恶螺蛳粉”阵营的一员，不过我对年
轻食客的“爱螺”之情，深表理解，以及——同情。

食物，是严重受地域影响的产物。在交通、物
流不便利的年代，一道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是
无法被外界品味也没可能被广而爱之的。

举个例子。
古时候，辣椒进入中国是经海路而来。按地

理位置来看，那应该是沿海一带人民从此无辣不
欢。但后来以辣成名的，却是西南诸省。

为什么呢？因为沿海居民天然不缺鲜甜食
材。人，但凡食过鲜，就没人愿意往这些自然馈赠
上撒任何破坏原味的调料。

西南地区，比如四川的美食，在没接触辣椒
之前，也是自成美味的。他们接受了辣椒，和阴湿
的气候有关，和古时食盐受控制的政策有关。在
食而无味、食材难以保鲜的环境中，辣椒提供了
实际功效和作用，同时带来一种“幻觉”。

它让人以为是种味道，但其实辣是一种
痛觉。

这种“幻觉”被喜爱，其实和当下年轻人好
辣、好重口不谋而合。当生活压力大，气候不佳
（偏阴冷）时，热辣之感，能让人在猛嗦重口美食
时“如获新生”。

这种感觉，会让人上瘾。好吃辣，确实是成
瘾的。

一旦认定那种刺激的幻觉是自己所需的，那
享受这种快乐的间隔就会越来越短，追求的口味
就会越来越重。

我是嗜好辣椒的，在重庆读大学时，被这座
城市五花八门与辣有关的美食迷得神魂颠倒。不
过我的辣味上限是辣子鸡这种程度，再辣我就痛
苦了。好在重庆美食的精髓不是辣，而是香和麻。

在重庆度过一个冬天的人，是完全能理解为
什么重庆火锅让人欲罢不能的。那是生理、心理
的双重需要。

离开重庆之后这些年，且不说在浙江再也吃
不到正宗的重庆火锅，我也没有那么想吃重庆火
锅了。离开了重庆的温湿度和在地食材，重庆火
锅的“躯体和灵魂”就不复存在了。

我的理解是，享受一道美食，最妙的就是去
原产地吃。追求原汁原味才是对待一道美食的最
诚挚之爱。

我说对“爱螺”的朋友们，特别是年轻小伙伴
表示同情，毫无居高临下之意。这仅仅是作为食
客的心情，因为很可能，大家网购的、外卖的、进
店吃的，都不是真正的螺蛳粉。

而螺蛳粉和中国所有重口美食都难逃的尴
尬是，无论你正宗不正宗，那股臭味都是冒犯性
的。很少有人因为办公室或家里有人吃水煮肉
片、自热火锅而感到生气、费解、难过，但一碗螺
蛳粉，足够引起不必要的矛盾。

一定有人言之凿凿“我才不会爱这种东
西”，在亲尝螺蛳粉后被自己止不住的热爱“啪
啪打脸”。

不过也注定有人绝不会吃，吃过也不觉
得香。

这其实是人的各类经验组合成的专属接受
能力，像我，既然被这碗美食勾起了“大象之香”
的童年记忆，我是绝对接受无能的。

随着这种美食的热销和热议，螺蛳粉爱好者
早就习惯了各种声音，大家都是文明人，不爱吃
没人逼你吃，各吃各的就是，谁也不会故意端着
螺蛳粉恶心人，犯不上啊。

不过对于那些并不真心觉得它香，完全是因
为减压捧着螺蛳粉嗦出眼泪的朋友，或者完全是
跟风，觉得吃它很酷，吃完漱口半小时的人，我真
心祝愿你们“远离”螺蛳粉。

你的爱、渴求、倾诉、盲目，这一碗粉解决不
了，哪怕去了柳州也解决不了。

当你真的知道自己爱吃什么了，一碗白粥都
能让你品味人生。

愿你“远离”
螺蛳粉

评 论

台州街头的螺蛳粉店越开越多。 记者探店时，操作台外几乎一直保持六七份外卖待取的状态。

酸笋是一碗螺蛳粉的
精华所在，鲜嫩开胃，可吃
不可闻。

“爱吃”与“厌恶”两个食客群体的对攻，刺激
了更多看客，从而引起一浪更比一浪高的是螺蛳
粉购买狂潮。本报记者彭 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