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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传奇胡辣汤
!!!!!!

对于异乡游子来说!对家乡的记忆除了留在心灵上的一份浓浓的乡情外!就是曾留在舌尖上那份挥之不去的对家乡美味的感触了"西

华县逍遥镇胡辣汤作为流传近千年的豫东风味小吃的一种!不知曾勾起过多少他乡游子对美味的记忆"天长日久!在烙上鲜明文化符号的

同时!也深深刻上了独有的地理标识"一碗小小的胡辣汤!让西华县逍遥镇名声在外"逍遥胡辣汤在拥有#中华名小吃$#河南十大名吃$#河

南老字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一连串称号后!又搬上了荧幕%近日!&逍遥镇胡辣汤$顺利通过了首批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评定!

这意味着逍遥镇胡辣汤将达到国际互认的核心目标% 日前!记者走进西华县逍遥镇!在这个炎炎夏日!亲身感受胡辣汤的&热$度%

核心
提示

千年!老" 汤之谜
!!!!!!

逍遥镇位于西华县西部! 距县城
+)

公里!

沙河"颍河穿境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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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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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省道

在此交汇通过!西距京珠高速公路"京广铁路"

-)*

国道不足
+)

公里# 便捷的交通奠定了这里

的繁荣!

-..(

年该镇被省建设厅命名为中州名

镇!

()))

年该镇被省政府确定为河南省重点镇$

%既然是中州名镇!必有不凡之处!为逍遥

镇赢得响当当名头的! 首推那碗美味传天下的

胡辣汤$说起这胡辣汤的前生今世!那话可就长

了& '在逍遥镇采访期间!做胡辣汤生意的老板

大多能讲一些口口相传的故事$

相传北宋末年!宋徽宗年间!皇上身边一位

太监随皇帝出巡! 偶得少林寺的醒酒汤和武当山

的消食茶配制秘方$ 那位太监回宫后找来御膳房

的御厨赵杞!以醒酒汤和消食茶为基础!熬制出延

年益寿汤献与皇上!皇上饮后大悦!连声夸赞$ 那

时!军中发生流行性疾病!为稳定军心!皇上命太

监将延年益寿汤秘方赠给军营!军士饮后!流行性

疾病顿时得到控制!一时间延年益寿汤声名鹊起$

后来金军入侵!皇宫不保!御厨赵杞为避难

一路南逃!为了生计!沿途用延年益寿汤加上鲜

肉"粉条等炖粥卖$ 途经逍遥时!赵杞看到逍遥

紧临沙河!近依颍河!镇中寨堡坚固!乃地灵水

秀之地!遂决定隐居在此!并以卖汤为生$

一天! 一北方客人带一袋胡椒粉来到赵杞的

店中!客人一不小心将胡椒粉袋碰破!他随手将胡

椒粉倒在了一只空碗中放在桌子上! 赵杞无意间

将胡椒粉搅入锅中$北方客人吃后!身心俱爽!忙问

是什么汤!赵杞闻此汤香味扑鼻!舀出一尝!辣味纯

郁!胡中带香!与以往大不相同!便随口答道%胡辣

汤'$ 此后!他照法炮制!胡辣汤大受民众欢迎$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 赵杞后人三兄弟得了

祖传熬制技术!以卖胡辣汤为生$明朝大奸臣严

嵩进京赶考时路过逍遥! 品尝后对胡辣汤的独

特风味记忆在心$他得势之后!便派人到逍遥聘

请赵氏三兄弟到京城严府当专职厨师!老大"老

三拒绝! 只有老二来到京城$ 严嵩为讨皇帝欢

心! 将老二熬制的胡辣汤献给好色贪酒的嘉靖

皇帝!皇帝品尝后龙颜大喜!遂命之为%御汤'$

奸佞当道!民怨沸腾!后来朝廷大肆搜捕严

嵩党羽!赵家老二只好逃到山西并在那里落户$

因此!目前山西一带也有胡辣汤流传!其风味与

逍遥胡辣汤相似$

岁月不返!风雨流年$随着沙颍河漕运的兴

盛!逍遥成为一个内陆重要的水旱码头!八方商

贾的集散地$于是!融会了南北风味的逍遥镇胡

辣汤凭借南来北往客人口口相传! 名气越来越

大!逐渐成为河南小吃中一个著名品牌$

逍遥胡辣汤协会会长刘建伟介绍!逍遥胡辣

汤不光是一种饮食! 还具有一定的医疗保健功

效$它的主料是精粉!熟牛"羊肉$配料为八角"胡

椒"花椒"葱花"茴香"砂仁"肉扣"八桂"粉条"味

精"精盐"木耳"面芡"香油"醋等$ 它有这么多

的中草药作配料!叫做%药膳'并不为过((

他乡情思胡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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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异乡游子来说!对家乡的记忆除了

留在心灵上的一份浓浓的乡情外!就是曾留

在舌尖上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对家乡美味的

感触了$ 这一点!张惠雯深有感触$

张惠雯祖籍河南西华!毕业于新加坡国

立大学商学院$

5336

年至
1758

年定居新加

坡!是)联合早报*专栏作家!现居美国$

就在今年
9

月份!张惠雯还在)联合早

报*副刊上撰文+%我在国外最怀念故乡的两

种小吃,,,羊肉烩面和胡辣汤$ 最近几天特

别想喝胡辣汤!早上吃面包的时候想!晚上

吃炒菜的时候也想! 但这种小吃出了西华

县!再也找不到正宗的!何况我身在太平洋

彼岸$ 我在美国可以找到北京的烤鸭!可以

找到东北的水饺!但我绝找不到河南西华逍

遥镇的胡辣汤$ '

在张惠雯的记忆中!%在家乡时!胡辣汤

是我百吃不厌的早餐$ 我尤其记得小时候爸

爸骑车送我上学!经老十字街口那家卖胡辣

汤的棚子!就下车喝汤$ 寒冬腊月!有时雪花

纷飞!但街头篷子下面的烧汤大锅腾腾冒着

热气$ 往大锅前一站!身上就暖和了!捧着一

大碗两角钱的-香气扑鼻的胡辣汤!竟感到

如此满足$ 这是现在任吃什么美馔大餐都不

会再有的温暖和满足$ '

于是!张惠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出了

西华!我不愿再喝胡辣汤$ 生活在别处!而胡

辣汤永远只在西华$ '确实!不是正宗的逍遥

胡辣汤配方!任凭你怎么熬!加工出来的汤

色"香"味都比不上逍遥镇的胡辣汤$ 而且像

张惠雯一样!逍遥镇胡辣汤作为留传近千年

的豫东风味小吃的一种!不知曾勾起过多少

他乡游子对家乡的情思$

但张惠雯可能不知道的是! 近日!%逍

遥镇胡辣汤' 顺利通过了首批国家生态原

产地保护产品评定! 这意味着逍遥镇胡辣

汤将达到国际互认的核心目标$ 也就是说!

生态原产地产品认证可为我国生态原产地

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保驾护航$ 说不定哪一

天! 张惠雯会在美国一家生活超市的货架

上惊喜地看到家乡的风味小吃,,,方便包

装的逍遥胡辣汤$ 而%冲'出来的味跟%熬'

出来的味又不相上下时! 张惠雯可能还会

发出感慨+%正宗的逍遥胡辣汤! 真是遍天

下'$

从!熬"到!冲"的突破

!!!!!!

%西到西藏!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

东到黄海之滨都有我们逍遥人的胡辣汤摊

点$ '逍遥镇胡辣汤协会会长刘建伟自豪地

说$

采访期间!记者在逍遥镇上几家百年老

字号胡辣汤店!亲眼目睹了人们喝胡辣汤的

热况$ 早上不到
*

时!喝汤的人就陆陆续续

地来到店内!汤桌旁这拨人刚走!候着的那

拨人立即坐下! 店老板按照客人的要求!不

停地盛着不同价格的胡辣汤!一直忙到上午

-)

时许$

一位店老板介绍!他们每天凌晨
+

时就

要起床熬汤 !还要准备包子 "油条等早点 !

一直忙到早上
/

时许$ 由于食客太多!每天

凌晨
+

时到上午
-)

时!他们都忙得像打仗$

在给客人盛汤间隙!老板拿毛巾擦了把汗!

对记者说 +%不但本地人喜欢喝胡辣汤 !周

边的许昌 " 漯河等地的客人也经常来品

尝$ '

传统的胡辣汤是%熬'出来的!面对食品

产业%速食化'的趋势!胡辣汤界又研制出了

%冲'着喝的%方便胡辣汤'$ 如今!这种产品

已经登上了全国各大超市的货架$ 记者从省

会郑州一家生活超市了解到!%方便胡辣汤'

虽然没有方便面等产品卖得多!但是销售很

平稳!每天都能销售几十袋!还有顾客成箱

购买$

说起方便胡辣汤料!该镇某食品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牛跃义十分兴奋$ 他告诉记者!

以前的胡辣汤只能到店里喝!现在有了方便

胡辣汤料!许多顾客都是成箱买后!送给外

地的亲朋!当成一种地方特产馈赠了$

%冲'出来的味道变了吗. 在某食品有限

公司!牛跃义一边现场冲制胡辣汤!一边对

记者说+%所谓胡辣汤!并不是因汤中放了胡

椒与辣椒的缘故!正宗的胡辣汤只用胡椒不

用辣椒$ 胡辣汤就是胡乱辣!各种辣味加在

一起的那种辣((好了! 请大家亲口品味

吧& '

只是几分钟时间!香味浓郁的胡辣汤就

端到了记者眼前!尝一口!辣味醇郁!还真有

干姜-良姜的辣味!胡椒-花椒-肉桂的辣味!

说不清的辣味掺和一起!辣不断!麻还乱!香

滑唇齿间!余味在心田$

据逍遥镇党委书记王绍祯介绍! 近年

来!在西华县委-县政府大力引导和支持下!

大批掌握胡辣汤手艺的西华人走出家门!外

出经营胡辣汤$ 随着经营规模的发展壮大!

逍遥胡辣汤产业迅速由河南拓展到全国各

大-中城市!逍遥胡辣汤在许多地方成为家

喻户晓的美食$ 目前!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

加! 逍遥镇胡辣汤调料生产厂家不断增加!

调料生产厂家发展到
-/

家!年产汤料
288

万

件!年产值达到
-03

亿元$胡辣汤产业已经成

为逍遥镇的支柱产业$

逍遥镇党委-镇政府不断在提高品牌意

识上下工夫!通过加强对全镇胡辣汤经营户

的管理-引导-帮扶!提高胡辣汤经营户的法

制观念和品牌意识!做到%政策上支持鼓励!

资金上给予帮扶!技术上培训教育'$ 镇政府

组织协调!成立了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开办

了技术培训中心!聘请专业人员包教包会正

宗制汤技术和相关面点制作技术!同时在从

业人员中开展诚信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加

大对伪劣商品的打击力度!有力地维护了胡

辣汤经营户的合法权益!杜绝了假冒伪劣行

为的发生$

展望胡辣汤产业发展前景!逍遥镇党委

书记王绍祯信心十足地表示!针对当前胡辣

汤的发展形势!他们将集中力量研发胡辣汤

调料新产品!在做新-做细-做精-做深方面

下工夫!全面提升产品档次!搞好优质服务!

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杜绝掺假使杂现象的

发生!一定要让逍遥胡辣汤这块金字招牌不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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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制作胡辣汤

美味的胡辣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