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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一
马桥建国畈（油菜花海）—马桥垅口

冯（名相故里）—桂花金桂湖（休闲山
水）—桂花源（千年古桂）—刘家桥午餐
（刘邦后裔古民居）

马桥建国畈油菜花海
位于马桥镇曾铺村，一望无垠的油菜

花像展开的一幅巨大鹅黄色的绒地毯，一
直铺到遥远的天边。

马桥垅口冯
垅口冯是连中“三元”的北宋副宰相

冯京后裔的家园，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美丽的自然风光，厚重的人文历史，让垅
口冯宛若一颗未雕饰的璞玉，成为游人心
灵洗礼的绝妙去处。

桂花金桂湖
金桂湖水面8000多亩，99个岛屿星

罗棋布，群山林深竹茂，景色秀美。山林
面积两万多亩，基本处于原始状态。

桂花源
桂花源风景区位于咸安区境内的桂

花镇，历史悠久，核心古桂园、观桂园有百
年以上桂花古树200多株，最大树龄达
400多年。

刘家桥
刘家桥好像一个天生丽质的大家闺

秀，深藏在群山环抱之中，保持完好的四
处明清古民居群落，大小房间共2000多
间，古朴典雅，疏密有致，自然风光和人文
景观相互交融为一体，蕴含着丰厚的楚南
文化特色。

学史赏花人文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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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大观

出行贴士
线路四
大幕东源畈（油菜花海、万亩竹林、万

亩樱花）—高桥文化乡（龙泉寺、白云寺、
民俗活动）—高桥花乡（山里饶茶花）—午
餐（大幕、高桥农家饭）

大幕东源畈
通过航拍监视器从数百米的空中往

下看，春天的大地青黄相间，在青色绿草
的田间，金黄的油菜花据色裁剪，仿佛浮
雕一般，组成各式各样的美妙图案。随着
无人机的移动，它们就像大地上的舞者，
让人浮想联翩。

绿色是咸安最有成色的招牌，万亩竹
林，百鸟争鸣，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大片

大片绿色的竹，让人想到《十面埋伏》里惊
心动魄的场面。当你置身其中你就会发
现，大片的竹海，真的让人心旷神怡。

在海拔900多米的大幕山上，数十平
方公里的樱花灿若云霞，万千妖娆。大幕
樱花五瓣单层，花朵姣小，花期长久，白色
略带粉红，耐寒，适应于海拔在1000米左
右的山区气候，有别于其它樱花种类，为
咸安独有。

一簇簇、一串串、一枝枝，红白交织，
樱花如海，幽香阵阵，是人们探春赏花的
理想佳地。如果您登临山顶，定会平添不
一样的乡风愁绪。

高桥文化乡
白云寺、龙泉寺为佛教圣地，香火鼎

盛，诵经声余音绕梁，而且风景绝佳，的确
是修心养性的好地方。

高桥还有农产品展销、现场民俗体
验、农家美食品尝、高桥文化展演、高桥旅
游景点采风等活动，以此来带旺高桥旅
游、餐饮业市场，促进高桥经济繁荣。

高桥山里绕茶花
这里正有千朵茶花竞放，颜色也不再

是简单的红色，让你饱览千树万树“争艳”
盛景。此时的心情也如这个雨后的春日，
温润而舒适。

赏花品竹生态游

线路三
双溪油菜片（油菜花海）—双溪杨堡

（蔬菜采摘）—贺胜花坪（牡丹花海）—梓
山湖新城（休闲之都）—贺胜鸡汤小镇（特
色美食街）

双溪村油菜片
由于油菜基地离市区不远，这里交通

便利，深受广大踏春市民的喜爱，也是摄
影爱好者、新娘拍摄婚纱照的好去处。

双溪杨堡蔬菜采摘
位于双溪桥镇杨堡村7组，主要品种

有西兰花、西瓜、西红柿、辣椒、丝瓜、黄
瓜、芸豆等。

贺胜花坪牡丹花海
牡丹园里姹紫嫣红，香气扑鼻，园中

各色牡丹竞相开放，将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踏青赏花，领略“国色天香”的迷人风采。

梓山湖新城
贺胜梓山湖距城区15分钟路程，交通

便捷，结合基地自身优越的气候条件、丰
沛的雨水、清新的空气、未开垦的土壤、良

好的水质、淳朴的民风，共同构成梓山湖
地区潜在的资本。

贺胜鸡汤小镇
为了进一步提升咸安区贺胜桥镇旅

游接待能力，完善小镇商业及餐饮配套，
咸安规划依托贺胜鸡汤品牌，将引入如德
州扒鸡、道口烧鸡、廖记棒棒鸡、紫燕百味
鸡等五湖四海各类名“鸡”菜肴，策划并打
造了全国首个鸡肉主题美食乐园——“中
华（贺胜）鸡汤小镇”。

美食美景养生游

线路二
汀泗黄荆塘（油菜花田、万亩茶

园）——汀泗古街（茶麻古道、明清古
街）—午餐（汀泗农家乐）

汀泗黄荆塘油菜花田

金黄的油菜花在田野的春日里显得
格外的妩媚、柔和。偶尔一阵微风拂过，
油菜花舞动着婀娜的身姿，花香四溢。

汀泗黄荆塘万亩茶园
茶树将山体画成梯状绿色波浪线条，

几十名手指飞舞的采茶工如蝴蝶点缀其
间，恰如一幅唯美的油画。

汀泗古街
东街是古镇保存最好的街巷之一，青

石板路曲径通幽，明清古宅形色兼备。还
有几家铁铺、裁缝店、杂货店还在营业。

赏花品茶民俗游

走，到咸安乡村探春赏花去
三生缘起，静待花期。灼灼桃夭，十里芳华。然而景色再好，始终是别人的。而在咸

安，你也能走进如诗如画的仙境——咸安区第二届“探春赏花乡村游”即将开始，这里为
大家准备了四条经典线路。

号 外
这次活动，在每个赏花点分别设置了

一个农特产品展销点。届时，干豆角、干辣
椒、干竹笋、豆腐乳、花生油、高桥萝卜……
咸安的各种干货、土特产品都聚齐了。

这些都是当地农民纯手工做的，无污
染、无添加，绝对的绿色健康食品。

美味红薯干
记者 赵晓丽

春天到了，又到了万物生长复苏的时候。奶奶又在
筹谋着：在地里种一点红薯，孩子们回来的时候能用红
薯下饭、能吃红薯圆子，也能嚼晒干的红薯片……

而我最喜欢的便是奶奶做的红薯干。小时候，每到
红薯收获的季节，奶奶就会晒上一大院子的红薯干和红
薯片。

我呢，就跟在奶奶后面“帮忙”。名为“帮忙”，但没
蒜头高的小人儿，其实是在“偷吃”。也怪不得我，谁让
它们如此诱人呢。

红薯渗出的糖分，在耀眼的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
我时不时的抓上几根塞进嘴里。香甜的红薯干，韧韧的
带着嚼劲，吃起来就停不下口。

红薯干怎么做呢？ 奶奶先用把红薯皮去掉，切开，
用水蒸煮。煮熟后，将它们摆放在簸箕里。阳光正好的
日子里，放在院子里晒干。红薯切块会变成透明的果冻
模样，非常诱人。

这是大自然的造化。拿一根咬了一口，真棒，有嚼
劲，而且清甜。就像平日里吃的果脯，咬下一口，从舌尖
到喉咙都有一股红薯干的清香，那纯正的红薯干的甜味
慢慢从两腮向全身融化。

小时候，虽然也喜欢别的零食，但红薯干，永远是必
不可少的。过年的时候去走亲戚，要走很远的路，总是
在荷包里装满红薯干，一边走着，一边吃着，聊以打发时
光。

虽然小辈们都对红薯干爱不释手，但奶奶其实并不
大喜欢红薯。她老是念叨着“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
没法活”。在她经历过的饥饿年代，红薯注定要与她的
一日三餐紧密相连。于是她的红薯回忆，总是带着微微
的苦涩味道。

但为了疼爱的孙儿们，她心甘情愿，将这股苦涩背
负了一辈子。

如今我们都渐渐地大了，来到了城市，住进了高楼，
离开了青砖瓦房，离开了绿油油的大菜地，淡忘了奶奶
倚门而望的身影……

然而，红薯干的香甜，永远萦绕在我们心头。真的
很怀念奶奶做的红薯干，那拽满了手心，揣进了裤兜的
满足感，那老家宽敞的大院子和刺眼的阳光，还有奶奶
忙碌的身影……

湄公河素有“东方多瑙河”之称，是亚
洲唯一的一江连六国的国际河流。它的
源头自中国青海的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
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6
个国家，最后在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
中国海，全长4880公里。它在中国境内
段被称为澜沧江，从勐腊县南腊河口244
号界桩处出境后，改称湄公河。

那天当落日洒满湄公河的时候，我终
于站在了湄公河口，远远地我看见几对身
穿雪白婚纱礼服的新人，他们坐在一色气
势磅礴的旅游船上，海风轻轻地吹拂着新
娘纷飞的发丝，这幅充满诗情画意般的人
与自然和谐的生活画面，却在这样日落湄
公河时与我不期而遇。

乘船穿行在湄公河岸边一片郁郁葱
葱的热带雨林中，我与傲首挺立的金孔雀
不期而遇，金孔雀们似有点儿臭美地跳起

舞姿，它们跳得那么投入；当我猛然转身
时，却与旁若无人吃着香蕉的猴群相对；
当我蓦然回首时，又与一只悠然自得站立
在枝头的大嘴鸟对望，它叽叽喳喳地与我
对起了鸟儿们最热情的话语，虽然我不太
听得懂它的语言，但从它那扇着翅膀的表
情中，我读懂了它在欢迎我这位来自遥远
异国他乡的游客。

湄公河畔的蝴蝶谷，至今仍保留着近
千年的木本植物群落，也是湄公河蝶群最
多的地方。各种各样姿态不一的彩蝶在
天空中，枝梢上，花朵旁钻来绕去。有在
花上起舞的，有停留在古藤上荡秋千的，
有相互起舞追逐的……目光所到处，都是
五彩缤纷的彩蝶。这些可爱的小生灵虽
蛰居在峡谷深处，远离世俗尘嚣，但它们
并不怕人，倘若在天空中飞得久了，便扑
动着五彩的翅膀，在人的身上小憩。它们

在人的身上轻轻地扇着如涂了油彩一般
鲜亮的小翅膀，起舞中，一层细细密密的
水雾从它毛绒绒的翅膀下流泻。阳光如
雨，穿林泻落，成千上万只蝴蝶翩翩起舞，
最后汇成一道流动的风景。

湄公河的美，足以让人叹为观止。湄
公河的两岸是壮丽的，丰饶的。无论是山
峰上，悬崖边，都密生着郁郁葱葱的亚热
带森林。密林都被丛生的藤蔓攀附着，缠
绕着，许多参天巨树身上都披满了各种各
样的附生植物，从树顶一直垂挂到江边，
有的好像是串串璎珞，有的又好像是老人
的长须。随着年复一年江水的涨落，它们
所据以生长的土层都被波浪冲刷干净了，
但它们仍然是在枝叶繁茂地生长着。许
多大树的根，几乎全部裸露在外面，只有
少数的根须依附着悬崖的石壁，在它们的
树干上，水淹的迹印一直达到半腰，但它

们仍然顽强地耸立着。在一块嶙峋的岩
石上面，压着一块从山顶上坍落下来的
巨石，就在两块巨石之间的缝隙中，就像
衔在一张嘴里一样，生长着一棵亭亭玉
立的巨大的芒果树，树上正盛开着黄色
的小花，它的茂盛的枝叶，说明了它旺盛
坚强的生命力。

来到湄公河沿岸的泰国清盛，这里宁
静、古朴、清寂，仿佛世外桃源。遍布市内
的佛寺，让整座城市笼罩着一派祥和之气，
也容易让人自省。这里的百姓大多过着简
单的生活，每周有佛事日时，家家户户都会
围坐在寺庙前的树林里，听高僧讲佛经。
在湄公河上漂游，可以尽情地呼吸着清新
绿色的风，聆听林间鸟儿们婉转动听的歌
唱，仰望郁郁葱葱的茂密雨林，欣赏着河浪
拍岸的欢快节奏，享受着宁静温馨的浪漫
柔情，使生活节拍自然而然的就舒缓了。

湄公河，一切都纯净自然，远离了嘈
杂的都市生活，在这里编织着一幅缤纷烂
漫的生活空间，在这里谱写着一支充满浪
漫情调的永久歌谣，在不知不觉中，我就
悟出了一种淡雅与清幽的心境，是一个个
旅游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游湄公河
○李宏荣

野外烧烤需注意
只要条件允许，几个朋友出门进行一次野外烧烤，

享受大自然，比起一个人猫在房间里，静静地感受寂寞
好得多。但烧烤不那么简单，如果安排不合理，很可能
是一次失败的烧烤，那么，野外烧烤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首先，烧烤地点有讲究：
1、不要在禁止用火的林区或自然保护区烧烤。
2 、即便是在允许露营和用火的区域，也要选择那些

周围没有易燃材料如干柴、稻草、落叶的“干净”区域，附
近有水源更好。

3 、应该找一块表面平整的空地、烤炉不容易翻侧，
人需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4 、如在阴雨天气烧烤，找一个透风的凉亭。
第二，关于食品卫生：
烧烤过程中油的使用很重要。刚烤上的肉类食品

先不要急着刷油，待食品烤热、收紧后再刷油，其它食品
可以烤的时候就刷油。油不要刷多，以刷完后不滴油为
标准。烤时要勤于翻动，防止烤糊。放生食时要注意和
快烤熟的食品有一点距离，防止污染熟食。

肉串摆放时尽量向炉子的中部摆，烤的过程中要改
变肉串的位置，以保证整串肉同时被烤熟。鸡翅是很适合
烧烤的食品，易熟，而且皮的脂肪含量高，吃起来很香。烤
的时候要注意大头不易熟，应放在火力集中处。玉米直
接烧烤不易烤均匀，烤煮熟的。烤鱼时最好选用鱼夹。

注意食品卫生，没有烤熟的食品不要吃。烤糊的食
品，特别是肉类对人身体有危害，不要吃。

加碳时要注意应等到新加的碳完全燃烧后再烧烤，
因为碳在没完全燃烧时易产生有害气体，不利于健康。

不同的烧烤酱适合不同的食品，甜面酱适合鱿鱼、
墨鱼仔，番茄酱适合土豆片，胡萝卜酱则适合很多清淡
口味的食品。

在户外烧烤时，人的心情比较放松，有一种强烈的
回归自然的感觉，很容易效仿古人的冲动。但不等食品
完全烤熟就食用，这样很容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食品
在户外保存条件较差，所以应及早食用。对暴露在空气
中时间较长的食物，要仔细确认其新鲜程度，再决定是
否适宜食用。 （本报综合）

行者无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