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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在贵州避暑度假休闲，吃当地的凉味小吃是一
件很爽的事。”上海电影制片厂 《破案》 剧组 7月在贵州
龙里拍摄，大伙儿偶尔闲下来吃当地的小吃，让常态的盒
饭体验陡增新鲜感。贵州小吃闻名遐迩，而小吃中的凉
味，更是让大家胃口大开，凉粉、冰粉、丝娃娃等无疑是
令人爽心润肚的舌尖经典。

在小吃王国里，贵州的凉味小吃绝对是一个能招惹天
下食客的角色，其中最有“声望”的当属凉粉。而说到凉
粉，大家自然而然会想起鸭溪这个所在。作为黔北乃至贵
州凉粉的杰出代表，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在 2018年就获
得由中国饭店协会授予的“中国凉粉之乡”称号。不大的
集镇上，200多家凉粉店敞门迎客，东南西北，到处都是
凉粉的身影。“‘中国凉粉之乡’这块金字招牌，让鸭溪
饮食文化品牌的含金量更高。”鸭溪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凉粉产业，除了解决当地的就业外，还带动了辣椒产业的
发展。

“老板，一碗凉粉。”“老板，三份凉粉带走。”8月 1
日，天气晴好，鸭溪镇粮贸花园范家凉粉店内食客有序地
排队买粉。店员麻利地将凉粉切成细条状，装碗后舀上蒜
水、盐酱，再淋上秘制辣椒酱，不到一分钟，一碗鸭溪凉
粉就递到了食客的手上。别看这并不起眼的凉粉，做出的
大文章却能令人咋舌，每天的销售量随随便便就是 2万多
公斤。酷暑天气，一碗凉粉下肚，生津解暑，热闷顿消。

资料记载，明朝时，鸭溪地区民间制作凉粉已成风
气，而夏天最为盛行。发展到现在，鸭溪凉粉已形成批量
生产，从民间家庭自制自食转向产业经营。2007年，鸭
溪凉粉制作技艺被列为遵义县 （今播州区） 第一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现在，鸭溪凉粉店遍及遵义、贵阳、重
庆、广州、温州等地。夏日重庆，当地居民已把贵州鸭溪
凉粉列为消夏饮食的重要小吃。

鸭溪凉粉的原料是豌豆和胡豆，而毕节荞凉粉的原料
则是甜荞。荞凉粉辣香爽口，生津解暑，清凉降火，是黔
西北居民和游客十分喜欢的祛暑小食。在毕节荞凉粉版图
中，数织金的荞凉粉最为出名。已有 12年荞凉粉经营经
验的段慧开的店铺生意很旺，她做的荞凉粉口感好、品质
佳，除了供应织金本地，还卖到黔西、大方、七星关等
地。段慧从小就看着父母做荞凉粉，她边学边做，不知不
觉就继承了这门手艺。如今她的女儿也看着她做荞凉粉，
制作工序已经非常熟悉，“这个手艺虽然不起眼，但不能
丢。”段慧说。

荞凉粉的吃法较为特别：用刮子把荞凉粉刮成长条装
在盘子里，然后在一个小碗中放入酥黄豆、酸萝卜丁、黑
大头菜丁、芫荽、葱花芫荽油、麻油、花椒油、腐乳、酱
油、醋、姜汁、蒜水等调料兑成蘸水，吃时就用荞凉粉蘸
着食用。荞凉粉与蘸水形成天合之作，口感辣香爽口，生
津解暑，清凉降火。四川游客张晓在段慧的店里吃完一
碗，意犹未尽：“夏天贵州小吃多，今后看来得搞个舌尖
计划吃遍贵州才行。”

米豆腐也是贵州凉味小吃的主打，在贵州各地，米豆
腐随处可见。贵州人都知道，此米豆腐并非大豆制作的那
种家常豆腐，而是以粮食为原料制作而成的一道美食，色
泽黄亮，味道独特，软滑细嫩，既可冷食也可熟用，备受
食客青睐。米豆腐的原料是大米，熟石灰起到的是凝固的
作用。品尝米豆腐味道纯不纯正，从石灰的味道里可以感
觉出来。食用时将米豆腐切成六七厘米的长条放在碗里，
然后加葱花、姜末、蒜泥水、黄豆、黑大头菜、酱油、食
醋，最后淋上香辣红油，即成一碗消暑解馋的食品。贵州
的米豆腐有多种风味，其中花溪青岩菜汁米豆腐、黔山米
豆腐、沿河酱香米豆腐的名声都很响。

与米豆腐的粮食原料不同，冰粉的原料取自山野果
实。生长在水边的冰粉树大多在八九月份成熟，其果实被
揉搓压出的汁液沉淀后即凝成果胶，也就是冰粉。入夏后
人们吃到的冰粉，多为冰粉籽或薛荔籽揉搓而成。吃的时
候放入山楂片、葡萄干、花生、葵花、芝麻、冰块等配
料，再加入红糖水和玫瑰水，一勺一勺地滑过一勺一勺地
囫囵，嫩滑爽口，生津解暑，清凉降火，是夏天的一道美
食。夏天畅游贵州，不吃冰粉无疑会给“到此一游”带来
缺憾。

作为贵州夏天消暑美食的杰出代表，冰粉对游客来说
吸引力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堂食的馆子还是露天的小摊，
头脑灵活的店主一般都会备有冰粉供你食用。位于贵阳市
观山湖区金源世纪购物中心的以串串香为主题的一家馆
子，所做的冰粉非常地道，食客吃完饭，用一碗凉爽的冰
粉压轴，算是为一顿美食划上完美的休止符。该店老板肖
成成说，冰粉是贵州夏季最亮眼的凉味小吃，店里天天有
备份，只要客人想吃，随时可以满足味蕾。

原料都取自植物，冰粉用果胶凝成粉，而杨梅则配以
凉水就变成了杨梅汤。在贵州的许多饮品店，已被列入贵
州特色美食的杨梅汤，夏日里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冰冰凉凉酸酸甜甜的感觉，让人禁不住一杯又一杯。在许
多旅游区如荔波、榕江、赤水等地，杨梅汤的吸引力始终
保持不变。荔波樟江夜食一条街，杨梅汤店成了 A角，其
中的“喀斯特杨梅汤”和“爽口杨梅汤”两家店面最为有
名。榕江车江侗寨、凯里永乐路等地的杨梅汤，也是名声
在外。已做成品牌的贵州“成有王记”杨梅汤，每天通过
京东渠道从惠水发往四面八方。一杯杨梅汤，真是凉透整
个夏天。

贵州游一转，无处不小吃。除以上所列凉味小吃外，
贵阳丝娃娃、罗甸剪粉、刘二妈米皮、朗岱酸凉粉、遵义
凉虾、都匀素酸汤等，这些充满烟火味的小吃既是当地居
民的调味之品，更是人们畅游贵州的记忆符号。凉爽气候
与凉味小吃形成的“爽游”呼应，让贵州的整个夏季充满
十足的地域风情。

舌尖上的凉爽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陆青剑

清澈的溪流里有孩童赤脚嬉戏，高高的吊脚楼上妇女
在专心刺绣，青草铺满山谷，树叶沙沙作响。这是瑶山古
寨的午后。8月 5日，记者造访的时候，讲解员王小业正
坐在寨门口的草地上制作竹蜻蜓。

游客还没来，王小业喜欢制作些小玩意打发时间。对
于他来说，比起早年在外打工，如今的生活安逸闲适。

位 于 荔 波 世 界 自 然 遗 产 缓 冲 区 ， 距 离 大 小 七 孔 景
区仅 5 公里的瑶山古寨，是白裤瑶族的主要聚居地。曾
几何时，白裤瑶族“七次迁徙”出深山，用几代人的
血汗书写出一部极贫地区脱贫攻坚的奋斗史。在此过
程中，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让瑶山人找到了心灵

的“桃花源”。
“怎么说呢，这里和我见过的旅游化的民族村寨不太

一样。植被覆盖得很好，房屋建筑也有特色，文化生态很
古老，有点像电影里的中土世界。”游客李彬彬评价说。

李彬彬所住的瑶池小七孔民宿位于古寨的中心，由 9
座独栋别墅组成，共计 29间客房。旅游旺季，客房的价
格均在千元以上，家庭型的套房价格甚至高达 3000 至
4000元。记者向民宿前台服务员了解，近日均已满房。

而在瑶池小七孔民宿正对面的村史馆里，展示着整个
瑶山古寨设计规划的手稿，藏着瑶山“什么都变了，又似
乎什么都没变”的秘密。

瑶山瑶族乡人大副主席石鸿军认为，
瑶山的变化源于“村落变景区”。瑶山土
地破碎，没有 200亩以上的坝区，缺水严
重，几乎发展不了其他产业。但也不是完
全没有优势，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瑶山位
于荔波世界自然遗产缓冲区与大小七孔景
区很近，同时，当地的白裤瑶族保留着大
量的远古遗风，民族文化独树一帜，可以
与大小七孔景区的纯自然观光相互补充。

这 些 都 成 为 瑶 山 发 展 旅 游 的 先 决

条件。
就在 2005 年贵州荔波喀斯特正式被

明确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
的第一批申报单位后，瑶山也在摸索中开
始了自己的文化旅游之路。首先是在村民
中成立了一支 20 余人的文艺表演队，其
次是组织群众参加餐饮业的培训，就这样
在最初的几年，通过从大小七孔景区引
流，瑶山开始为初来乍到的游客们提供简
单的文化旅游服务。

巨大的变化发生在 2015 年后。此时
的荔波，已经拥有世界自然遗产、5A 级
景区两块金字招牌，顺应全域旅游发展新
要求，荔波开始全力推进旅游景区提质升
级。以此为契机，瑶山也开始了对古寨传
统村落风貌的修复和升级。

石鸿军指着村史馆里的规划手稿告诉
记者：“这些都是在设计之初向村里的老
人询问后，复原的瑶族传统村落样貌。”

通过完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将传统

村落改造升级为旅游景区，在这个过程中
瑶山并没有一味地大拆大建，而是在保持
原有自然生态的基础上进行修缮，比如将
村寨中的水泥路恢复为石子小径，同时有
意识地进行了区域功能划分与业态布局，
设计出圩市、瑶山古遗址、陀螺场、斗鸡
场、拉片古村落等区域，让游客在不同的
旅游动线中都能得到完整的体验。2020
年 5 月，瑶山古寨成为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

变文化为旅游资源

古寨展新颜，村落变景区，如何引流
成为瑶山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议
题。一直以来，作为荔波旅游的配角，瑶
山往往被打包进“大小七孔一日游”的行
程中，是团队游客走完大小七孔景区，顺
道来看看的地方。如何反客为主，找到瑶
山古寨独特的文化旅游发展路径？瑶山的
回答是“艺术写生”。

2015 年，在厦门从事文化工作的黎
宪锋回到家乡，与瑶山乡政府达成了共建
国内首个瑶族写生部落的协议。通过盘
活政府闲置资产，将搬迁后的乡政府改

建为基地宿舍，打出每人每天 80 元的
“实惠”套餐，诚邀全国各高校的艺术
师生及绘画爱好者到世界自然遗产地采
风写生。

大山深处充满文艺气息的田园画室很
快在行业内传开了。来访的师生们无不对
大小七孔的自然风光、瑶族的古老建筑、
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服饰、陀螺文化等原
生态创作元素感到意外。于是，2018 年
以来瑶族写生部落很快与国内 120余所高
校达成合作协议，给古寨带来了稳定的
客流。

在此基础上，黎宪锋又进一步探索假
日研学游，在客流上与日常的写生团队形
成补充。7 月 28 日，来自广东的 2021 向

“黔”出发夏令营在瑶山圆满收官。在
为期 3 天的瑶山研学活动里，小朋友们
探索了白裤瑶部落的神秘面纱，体验了
非遗文化粘膏染；亲手制作陶艺、挑战
陀螺等。自此，瑶山古寨从“大小七孔
一日游”的配角，变成了以艺术写生和研
学游为目的地的主角，并围绕主体需求展
开服务。

当风景变成画景，瑶山的村民也自然

成了画中人。“村民穿着自家的传统服
饰 ， 往 风 景 里 一 站 就 变 成 了 模 特 和 演
员。”石鸿军说。据了解，通过聘用瑶族
群众担任模特，人均年增收3000余元。

变民房为客房，为不同人群提供住
宿。在瑶山，通过土地流转将农户的老旧
民居改建为民宿客栈，其中最为高端的瑶
池小七孔民宿有瑶浴体验。民宿前台服务
员告诉记者，作为瑶族的传统洗浴方式，
具有治病防病、保健养生的效果，用于洗
浴的药水需经洗药、晒药、浸泡、熬药多
重工序，所以体验瑶浴需要提前预订。

找准定位引客入寨

白天的瑶山古寨很安静，却随着夜幕
的降临变身为欢腾的海洋。

在古寨的演艺场，每天晚上 8点都有
篝火晚会。与传统的民族歌舞相比，瑶山
古寨的篝火晚会更像一场文化服饰秀。对
于群众演员来说，不需要太多专业训练，
以舞台上走位为主，在禾仓和吊脚楼的背
景下，展示自家的生活场景，内容简单易
懂，气氛欢快而热烈。

“比起精心编排的歌舞，我认为这样
的演出，文化的展示性更强。”观众中一
位艺术学院老师一边录像一边说道。据

悉，通过“合作社+协会+景区+群众”的
模式组建文艺表演队 80 余人，变群众为
演员，分别在瑶山古寨、大小七孔景区和
梦柳布依风情小镇驻场演出。

除了篝火晚会，夜幕下的古寨圩市
里，酒吧、餐饮林立，瑶山鸡是这里的主
打美食。因鸡肉新鲜，入口软糯，颇受游
客欢迎。在瑶山，已建立起从瑶山鸡养殖
到餐饮的产业一条龙，通过“合作社+景
区+农户”“合作社+扶贫车间+农户”“合
作社+能人+农户”等模式，变特色农产品
为商品，将美味端上餐桌，塞进游客的行

李箱。目前，瑶山乡拉片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创建的食品深加工厂从事腊肉、牛干
巴、瑶山鸡等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年产值
约50余万元。

此外，通过开展猴鼓舞、陀螺、瑶
绣、粘膏染、瑶陶等非遗文化培训，搭建
扶贫车间、陀螺协会、服饰协会等平台，
畅通民族手工艺品产销对接，使得群众技
艺变技能，不断扩宽就业渠道。目前，瑶
山通过“协会+群众”模式，建成瑶绣、
陀螺、陶艺等扶贫车间 24 间，带动周边
275户 360余名群众从事瑶绣、纺纱、手

工艺品加工制作等。
“在瑶山，通过村落变景区、技艺

变技能、民房变客房、群众变演员、产
品变商品的‘五变’，让文化资源优势
转变为旅游资源和经济优势。但不变的
是，旅游发展中的生态优先，以及人与
自然和谐共存。”荔波县委常委、副县长
陈向东说。

今年 7 月，在福建举办的第 44 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南方喀斯特：荔波
瑶山非遗文化扶贫”作为成功案例向世界
展示和推介。

变化中的不变

荔波瑶山：变与不变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左上：鸭溪凉粉 双双 摄
左下：贵阳冰粉 九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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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山新貌 荔波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