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臭桂鱼味道美
记者 甘青

赤壁城区有条好吃街，街两旁有十多家小餐馆，而这
些餐馆都有一道招牌菜——臭桂鱼。也可以说，是这些
臭桂鱼成就了好吃街的美名。

好吃街的臭桂鱼之所以人气爆棚，私以为有两个原
因，一是这里的桂鱼大，一条臭桂鱼约莫2斤，吃起来分
量足，二是料理臭桂鱼的口味较重，吃起来过瘾。

臭桂鱼鱼汁芡亮，身披着红椒、白蒜、青葱，出现在餐
桌上，鲜艳动人。刚要动筷子，却有一股怪味传来，令初
食者久久不敢下筷，因为鱼身发出的似臭非臭的气味，叫
人有点担心这是变质食材。

其实，你一点不用担心，这决不是菜变味而发出的异
味，而是这道菜独有的风味，当你吃一口后，你会惊讶地
发现它的味道是那样的鲜美。

好吃街的臭桂鱼有多种做法，有干锅臭桂鱼、红烧臭
桂鱼、酱香臭桂鱼等，各有特色。其中，红烧臭桂鱼最为
俏销，因为最入味，尤其是吃剩的汤汁，用来拌饭，那叫一
个味美。

曾询问过餐厅老板烹制方法，其实臭桂鱼的做法挺
简单，第一步，将桂鱼宰杀后洗净，将头尾用精盐腌渍片
刻，然后用木桶压制，让桂鱼自然发酵变臭，一般夏天三
天，冬季为一个星期。第二步，炒锅置火上，放入色拉油
烧至七成热，把淹渍好的桂鱼下入锅中浸炸至色呈金黄
且熟时，捞出沥油。第三步，锅留底油，投入姜片、蒜片、
野山椒和辣椒酱炒香出色，掺入鲜汤，待烧出味后，放入
炸好的臭桂鱼，调入白糖、酱油和味精，烧入味后用湿生
粉勾薄芡，起锅。

臭桂鱼在赤壁挺流行，有人专门在赤壁养殖桂鱼满
足市场旺盛的需求。但这么火的市场，有不少餐馆老板
和食客们并不清楚这道菜的来历。

其实，臭桂鱼对赤壁来说算舶来品，原籍徽州，相传
在200多年前，沿江一带的鱼贩每年将长江名贵水产
——桂鱼用木桶装运至徽州山区出售，途中为防止鲜鱼
变质，采用一层鱼洒一层淡盐水的办法运输。七八天抵
达徽州时，鱼质未变，只是表皮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特
殊气味，但细火烹调后，反而鲜香无比，成为脍炙人口的
佳肴延续下来。

赤壁处于长江边，自然就继承了臭桂鱼的做法，同时
又适宜地方口味进行改良，自成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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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感兴趣的就是鱼疗池，几千条小鱼在你的小脚丫
上按摩，哇，这种感觉，既可以享受天然的温泉，更有小
鱼“侍候”。接着我体验石板池，躺在石板上感受温泉，
好特别。

晚上就在山湖温泉住下，享受一番高贵奢华，感慨，
如果我有钱了，要在这里买一栋别墅，享受真正意义上
的世外桃源生活。

5 山湖温泉

因水行名，藉水面兴

逛完公园觉得还未尽兴，便前往下一站——山湖温
泉。泡温泉，在我的旅游字典里就是泡澡，但是在山湖
温泉玩耍一圈，改变了我对温泉的传统理解。

一到景区，首先就看到很多游乐设施：高尔夫、网球
场、沙滩排球、游泳场、垂钓、棋牌室……我们首先就去
玩了几把高尔夫，不一会，水面上的欢笑声语吸引着我，
原来是水上自行车，小伙们都跃跃欲试啦……

乘飞机出游

这些错误要避免
很多旅客满怀兴奋出门旅行，可总有一些“马大哈”，

因为订票中的小差错，被挡在机场值机柜台前，无法按计
划出行。专家提醒旅客，订票时一定要仔细核对乘机人
姓名、出行日期、航班号、机场航站楼、使用规则等信息。
发现问题后，应立即向订票机构求助，以免行程受阻，产
生损失。机票专家总结了旅客们经常会犯的几类错误：

错误一：用英文名订国际机票

案例：在某外企做高管的张俊，英文名叫Peter，他
预订了飞往新加坡度假的机票，却被挡在值机柜台前。
原来，他预订机票时在乘机人姓名一栏里，错误填写了

“PeterZhang”，而不是护照上中文姓名的拼音“Zhang-
Jun”。

温馨提醒：预订国际机票时，乘机人姓名需和有效证
件上的姓名保持一致，中国大陆籍乘客，即为中文姓名的
汉语拼音，按照姓在前，名在后的顺序。

错误二：持短期签证只买单程机票

案例：旅客忻小姐买了去法国的单程机票，由于回程
日期尚未最终确定，她想到了法国后再购买回程机票。
但出发时，忻小姐被机场工作人员告知，由于她所持有的
是短期旅游签证，必须要有回程机票才可以出境。

温馨提醒：旅客持短期旅游签证，如果仅购买单程机
票，可能会被拒绝离境，必须要有回程机票才能出行。

错误三：持团队签买散客机票

案例：旅客李小姐购买了西安往返香港的机票，但出
发当天到达机场后，被告知无法使用此机票出行。原因
是李小姐港澳通行证上的签注是团签，必须跟团游，无法
使用散客机票单独出行。

温馨提醒：前往我国香港、澳门旅行的乘客，持团队
签（签注）无法单独购买散客机票，必须团队出游。

错误四：未按顺序使用国际机票

案例：旅客徐先生购买了上海往返香港的特价机票，
不得退票改签。去程时，徐先生因临时有事误了飞机，他
重新购买了其他航班的机票到达香港。徐先生想，既然
去程票没用上，回程票千万别浪费了。他按照原计划时
间赶到香港机场，不料仍然被航空公司拒绝登机，并被告
知机票必须按照顺序使用。

温馨提醒：同一张国际机票（往返多程或联程）有明
确规定，必须按出行顺序使用，如果第一程未使用，后续
行程将无法使用。

出行贴士

喜欢古城阆中，全因那一个“古”字。
一个字，就把四川这座2000多年的老城
历史写意得明明白白。我喜欢古城，喜欢
那些过去的时光，喜欢那些老物件，喜欢
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

那沾染了战火烽烟，写意了诗词歌赋
的古城，让张飞为它暗淡征尘，杜甫为它
停留诗意……王侯将相、文人骚客都被那
一个“古”吸引，“古”不用说肯定是老的，
但却不显老气，更不横秋，却是朴素和低
调的，让人喜欢。

贡院是古的，张飞庙是古的，白塔是
古的，古城更是古的……秦汉唐宋元明清
的历史都在阆中留下印迹，被阆中人精心
地保护了下来，让阆中的历史精彩地展现
在世人面前。古城的吸引力和生命力竟
是这样强，让人惊叹。

古城是历史学家和文物专家眼中的

宝贝，是有故事的旧时光，是把历史岁月
都写满了全身的风物。虽然古老，有些缺
失，但依然厚重，依然震撼。它一出场就
打动人心，让你不得不佩服。

我喜欢看古城的街景，它最动人。这
街景是你在其他城里看不到的。古城的
街景虽看似平淡、寻常，但却能唤起所有
人的回忆，那是曾经记忆中童年的味道。
有些年纪的老街沉浸在旧光阴的美好中，
它们不用担心被拆建，可以安乐地过着自
己的日子，还是旧时的模样，享受着温暖的
阳光。说不明白年龄的黑瓦平静地收敛了
曾经历史的光芒和荣耀，守着历史的光
阴。那些青石板铺成的路，散发着旧时光
的气息，踩上去总感觉有童年的影子，我生
活的小城里曾经也有这样的石板路。此时
的我踩在上面，依然欢笑，依然快乐。或许
一不小心，我就踩中了大汉，或是唐宋，再

或者是明清，我的每一步踏着的都是中华
历史的辉煌文明，多让人骄傲呀！

在那些镶嵌在时光里的老院子里，我
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趁着阳光明媚起床
上街，一路寻到出名的牛肉面店，要上一
碗牛肉面，或是喝一碗羊杂汤，配一碗牛
肉水饺，大饱口福。

在古城老街上闲逛，一路都是惹眼
的。古色古香的店布满了古城最热闹的
几条老街，都成了历史岁月的堆积。也有
人沿街叫卖，老人肩扛着自制的糖葫芦，总
能吸引孩子们在街道上追跑。一位老人在
街上画着糖画，栩栩如生，他挥洒糖勺精湛
的技艺穿越了时光，仿佛把人带回到童
年。满大街飘着牛肉的香味，店前站着不
少人，有游人试着尝了一小块，吃过以后，
连着说好吃。阆中牛肉全国闻名，吃牛肉
和喝醋一样已成为古城的一种时尚。

老街上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游人
如织的场面，在他们看来，这已是日常。
游人们的好奇与新鲜，对他们来说却是寻
常，天天守着古城，他们早已修炼得波澜
不惊了。他们还是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守
着自己的平淡生活。有人洗衣、有人做
饭、有人在清洁、还有人在教育小孩……
有的利用自己的房子做起生意，靠着辛勤
的劳动，短短几年也就发家致富了；有的
习惯自己悠闲的生活，拿出小凳，坐在门
口，眯着瞌睡，享受阳光；还有的约上几个
朋友，在门口摆起功夫茶，喝茶摆龙门阵，

谈天说地，另有一番热闹。
古城出宝，自然也有了古玩店的营

生，不几步便有一家。店里堆满了古钱
币、老邮票、窗框、门等文物。这些东西都
是旧的，和历史一样的年纪，上面写满了
旧时光，让你不得不惊叹，阆中聚宝。在
古城里，随处都是宝贝和历史，老院子、青
砖、大门、木椅……哪一样都有些来历。
阆中老袁把我带到一条深巷里的一处旧
壁前，旁边写着左营房。他说，这是汉朝
砖哟。我用手摸了一遍又一遍，想沾染点
汉朝的气息。

在古城，我总可以给自己找到很多喜
欢的节目：我到张家小院去看盛开满院的
红海棠花，看张老板收藏的老物件；我到花
间堂去要上一杯醋饮，顺便感受田家大院
的风采依旧；我到保宁书吧坐在古色古香
的椅子上看书喝茶聊天，感受岁月静好；我
到皮影社去看皮影，听皮影的传奇与创新。

我老是爱往古城跑，去喝茶，去看老
街，去吃特色的美食。朋友们问我经常去
阆中，烦不？我说，我就喜欢古。古，既朴
素又低调，全是旧时光。多好啊，2000多
年的历史岁月就在我的脚下，就在我眼
中，那是享受，也是情调，这样的生活有滋
有味。

古城品古意
○何曾

美食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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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闲 咸宁

行者无疆

可谓城因湖而迷人，湖因城而妖娆

梦里水乡话嘉鱼
嘉鱼一日游的路线：
三湖连江——官桥八组——江鲜一条街——二乔

公园—— 山湖温泉

1 三湖连江

无言的诗，流动的画，迷人的旋律

从武汉出发，顺江堤一路南行，长江迂回流过全境，
在三湖连江的交汇处，就是嘉鱼的县城，江拥着城，城依
着湖，山恋着湖，湖恋着江，水绕青山转，城在水一方。

清风吹过，微波荡漾，踏上小船，在开阔宽广的水面
上饱览湖光美色。从小心翼翼轻划游船，到快速划动水
上嬉戏其中的乐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2 官桥八组

觅田野美景，享都市风情

诗经曰：“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一直向往嘉鱼的浪漫，即便现在长

大了依然想踏上这块美丽的土地感触此情。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二乔故里，诗经嘉鱼。

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让我们也去看看
嘉鱼的农村！

这是农村？我走错了吗？这些美丽都市别墅，犹
如私人定制的安静美好。

这确实是官桥八组——嘉鱼新农村，碧波荡漾，杨
柳依依，房前屋后栽花种果，植树种草，让奔波不安的
灵魂，得到诗意的栖居。

玩了一大上午，有点饿了，听当地人介绍，到了嘉
鱼不到“江鲜一条街”去尝尝当地渔民以传统方法烹制
的长江鲜鱼，算是白到这个鱼乡了。

3 江鲜一条街

吃江鲜，到江边

“江鲜一条街”就在长江大堤上，虽不大，却坐落着
大大小小的餐馆20多家，这一带，一直是长江渔民们
的栖息地，一个典型的江边渔村。

渔民们世代
以捕捞长江里的
鲜活水产品——
也就是嘉鱼人所
说的“江鲜”为生，
渔船就停靠在江
边，一直以来以船
为家，吃、住都在
渔船上，靠捕鱼、
卖鱼为生。

4 二乔公园

二乔故里，诗经嘉鱼
吃饱喝足逛逛二乔公园，早听说嘉鱼出美女！我

们也是慕名而来，瞅瞅公园的美女……

还是看美景，山水如画更适合我，真美！
连岸边的角楼都惊艳到我了，必须先咔嚓咔嚓喂饱

饥饿的相机！

各种项目玩到吃晚饭
的时间，晚饭在这边吃的当
地有名的簰洲鱼丸、螃蟹、
鸡汤；到晚上6点多钟才开
始了我们的重头戏——泡
温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