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咸宁万名高三学子走下了
高考的战场，为期两天的高考圆满结
束。由咸宁日报和同惠国际广场共
同举办的爱心送水助考活动，也落下
了帷幕。

本次活动受到了广大考生和家
长的热烈欢迎。在鄂高送水服务站，
不少考生领到祝福矿泉水后，自信的
喊到：水到渠成，金榜题名！市民们
也为这一活动纷纷点赞，一位大爷
说，我们咸宁要发展的越来越好，要
有更多的企业来做这样的事。

6月的天气已十分炎热，在为陪
考家长搭建的休息帐篷内外，活动工
作人员各尽其职，有的搬水，有的在

发放扇子和纸巾，满身汗水的为家长
和考生服务。

活动现场负责人表示：爱心与责
任，是同惠国际广场企业文化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本次爱心送水活动，是
对咸宁高考学子和家长的真心祝福与
支持！作为咸宁城市的一份子，同惠
国际广场今后将会更加积极的参与到
咸宁的城市建设与公益活动中来。

同惠国际广场位于咸宁大道与
银泉大道十字路口，致力于打造咸宁
人的家庭欢聚中心。8000㎡超大面
积的公共广场，开放后将成为咸宁市
民日常重要的休闲活动场所。百尚
生活超市、中影聚丰影院、肯德基、屈

臣氏、万国美食城等国内外众多品牌
商家的入驻，将为咸宁广大消费者提
供了更好的服务与更多的选择。其
打造的第六代人性化商业空间和大
型智慧停车场的配套，极大的提升了
咸宁现代商业的新形象！

咸宁万名考生喝上“金榜题名”爱心水

同惠国际广场爱心送水助力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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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与几位好友结伴寻访了崇阳
县路口镇金沙片区的古驿道。

相传，古时金沙山区运输只能靠马
帮，那条古驿道是下山的必经之路，也是
官差传递信息、民间通商的唯一通道。
沿着古驿道，可以从金沙一直走到山下
的路口镇棠棣村。

在路口镇柳林村的一座荒芜的山岗

上，我们寻找到了这条驿道：它用青石铺
就，顺着地势蜿蜒伸展。虽然石头已被
打磨得溜光圆滑，但路面却保存完好。
只不过因年代久远，加之远离村庄、人迹
罕至，这条路已隐没在两旁深绿的灌木
杂草丛中。

拾级而下，初夏的阳光透过树叶斑
驳地洒在青石板上，两旁的灌木丛闪动

着耀眼的深深浅浅的绿，除了几声清脆
的鸟鸣声外，就只有我们的鞋子踏在石
板上的“呲呲”声。

行走于此，感觉每一步都有历史的
痕迹，或许一块石板，就是一段精彩的故
事。沿途，我们发现了两座凉亭。可惜，
其中一座经过几次修葺，已被换作新的
水泥灰砌，失去了原有的古朴味道；另一
座因年久失修已经倒塌。

好在，我们在乱石中寻觅到了一些
古人的踪迹：石头上的碑文，记载着这
座凉亭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重修
过，上面还记载了当地群众出资修缮石
匠房古驿道的功德善举。在两个残留
的石门楣上，我们还发现了“坐爱仙
风”、“青山明月”八个大字。字体娟秀，
又雄浑有力、庄重古朴，瞬间让人想起
唐代诗人杜牧《山行》中的诗句“停车坐
爱枫林晚”，以及苏子《赤壁赋》里的经
典佳句：“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
者之无尽藏也。”

有一种感觉，这里的古人不仅文化
底蕴深沉，而且风雅别致，似乎能与苏子
同感，深深感恩大自然的馈赠……

返程途中，在金沙镇柳林村马家畈
走访时，有一个惊喜的发现。91岁的老
太太意娭毑凭回忆聊起了对驿道的记
忆，讲述了一个她亲眼所见的故事：村里

的长辈王友妈，在山间的这个驿亭里免
费供了一辈子茶水。每天晨光熹微时，
王友妈从屋旁的井里挑水上山，在凉亭
里将茶水烧开后倒在大缸里冷却，然后
洗好茶碗等着过往的路人。来往于驿道
上的行人大多都跟她熟识，有的为表感
恩，每年还会给她带些谷子和大米。

那时普通人家买不起茶叶，金沙山
区也没有成片的茶园，每年清明前后的
雨天，驿道上行人少的时候，王友妈都会
挎着篮子去周边的山上采野茶回来加
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王友妈的一生
都在重复着“两点一线”的生活，83年的
光阴都付给了这个凉亭。

她去世后，凉亭再也没有供茶人，来
来往往的路人停下来歇息时，总会不经
意地聊起那个曾经在凉亭里烧了一辈子
茶水的女人……后来，通车的马路修通
了，古驿道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凉亭也
不知不觉地垮塌了，只留下一些斑驳的
印记！

运输的马帮，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
中；石匠房古驿道，也在深涧峡谷中任凭
风雨侵蚀损毁。今天慕名到访的游客，
只能触摸着古驿道上光滑的台阶，去感
受和想象驿道当年的盛况。用心去倾
听，或许还能听到石匠们敲打岩石的叮
叮当当声，回荡在山谷中，回荡在历史的
记忆里……

“中午吃啥？”又到周末，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爷俩翘
着腿，懒洋洋地询问。“吃蒸面条吧！”我脑袋里突然冒出了
这道家乡菜。

蒸面条，也叫蒸卤面，豫西地区的家庭主妇几乎人人
都会做。这是关起门来的自家饭，没探寻过渊源，只晓得
家家户户会做，祖祖辈辈爱吃，没有老字号、大品牌，有的
只是家常味、亲切感。

厨艺上并不擅长的妈妈，却是做蒸面条的高手。因我不
喜肉食，妈妈总会一边唠叨我挑食，一边准备我喜欢的各种
蔬菜。新鲜的蘑菇、嫩绿的豆角、饱满的豆芽，软而劲道的面
条，蒸笼掀开的那一刻，我总第一个端着碗筷围上去。

记得读初中时，学校实行封闭教学，不适应集体生活
的我，经常偷偷抹眼泪。一个雨天的中午，妈妈突然撑着
伞给我送饭，隔着校门接过妈妈手中热乎乎的饭盒，打开
一看，是满满一盒蒸面条，佐以我喜欢的各种蔬菜。大雨
倾盆，我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蒸面条，妈妈在校门外看
得一脸心疼。

这一日想到蒸面条后，那些鲜活的记忆和久违的味道
一下子涌了上来。指挥老公带着儿子出去按单采买，我挽
起袖子准备下厨。

蒸面条用料简单，挂面蒸出来太干，我选择了刚轧好
的湿面条；配菜随个人喜好，喜肉食者可多放肉，喜素食者
可只加蔬菜，蘑菇、豆角、豆芽、番茄，乃至芹菜均可。

先蒸面条，中小火蒸15分钟左右，期间处理好配菜。
油可多放，姜炒香后放肉、放老抽炒熟；之后，依次放入豆
角、蘑菇、豆芽等配菜，炒至半熟加水。清锅放面，分次加
入菜汤拌匀，再次上笼屉蒸20分钟停火。掀开笼屉，一股
熟悉的香味扑面而来。

一人一碗蒸面条，配一碗番茄蛋汤，埋头开吃。四岁
的儿子破天荒地不需要大人协助，迅速扒完了一大碗面
条，还不忘点赞：“妈妈，好美味！”

少小离家，乡音渐被同化，然而家乡的味道却似乎停
留在唇齿边，从未远去。

美食大观

这条古驿道，既有地表实物，也有文字记录和口传名称。尽管它早已失
去昔日的风光和价值，但作为历史的遗留物和时代变迁的见证物，其文物价
值和保留价值都不容忽视。如此不可复得、无法再造的文化遗产，人们是去
藐视它、遗忘它、破坏它，还是去重视它、利用它、保护它？值得人们思考。

记者希望，对这条古驿道的探访，不仅仅是简单寻找印迹，更重要的是
找到之后，进一步对这些遗落的明珠进行保护和开发。

如今，美丽乡村旅游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何不借此次机会，依着
古驿道沿途村落打开乡村旅游之路呢？期待今后，有更多的历史遗迹被挖
掘出来，增添地方文化内涵，为经济发展、致富群众服务！

记 者 手 记

暑期将至，出游如何避开高潮呢，
建议广大游客科学合理选择目的地，错
峰出行，以提升旅游体验，收获幸福和
愉悦。那么，除了大家关注较多的目的
地，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呢？各地旅
游部门为大家推荐：

1、北京市大兴新机场周边地区道
路畅通、人流稀少，绿野晴川野生动物
园、南海子公园、南海子麋鹿苑适合游
客前往参观，房山园博园在园博会后设
施完备，交通便利，适合家庭游客前往。

2、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木塔景区、崇
福寺景区、金沙滩生态旅游区，长治市
壶关太行山大峡谷自然风光旅游区、太
行水乡景区等旅游资源良好，交通便
利，适合周边中短程游客前往。

3、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以
响沙湾旅游区为主的沙漠旅游景区群

独具沙漠风光，还配套了农业观光休
闲、水上休闲旅游景区，能很好满足游
客观光、休闲、度假等多层次旅游需求，
满洲里市中俄边境旅游区可以游览满
洲里国门、满洲国际秘密交通线，体验
当地特色建筑、特色餐饮、特色文化，适
合长线游客前往游览。

4、上海市嘉定区古猗园、金山区枫
泾古镇将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
动，松江区第九届端午龙舟赛盛大开
幕，近郊几个县区，将共同为游客上演
一场端午节嘉年华，适合家庭自驾游客
选择前往。

5、江苏省连云港市连岛海滨风情
小镇，宿迁市三台山衲田花海风情小
镇，泰州市溱潼会船风情小镇，张家港
市永联江南田园风情小镇以美食、美
景、休闲为主题，为游客准备了丰富的

端午节假日体验，适合周边休闲度假游
客前往。

6、山东省淄博市、潍坊市、东营市
旅游景区保留了大量历史人文遗迹，到
齐国故城遗址、孙子文化旅游区、青州
古城景区等，可以体验到深厚的齐鲁文
化，临沂市龟蒙景区、云蒙景区、天蒙景
区等兼具自然风光、历史人文、红色旅
游等特色，可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7、青海省西宁市交通到达良好，服
务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保障充分，市内
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乡趣农耕文化
生态园具有民族特色，周边海东市互助
土族故土园旅游区，海南州贵德高原养
生休闲度假区，海北州金银滩原子城景
区等兼具自然风光、历史风貌、民俗风
情，适合中长线游客前往游览。

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是中

国天马之乡，新疆乌孙文化的发源地之
一。县内旅游资源丰富，有夏特古道、
木扎尔特冰川、夏特温泉、库勒柯尔德
克水帘洞等景观以及草原石人、草原土
墩墓、和岩画三大奇观，全县有21个民
族居住，可欣赏到多样的民俗风情，适
合长线游客前往。

出行贴士

古凉亭、旧
城 墙 、青 石 板
路，无不显露苍
桑，又仿佛在默
默 诉 说 那 些 远
去的繁华……

蒸面条
记者 王远远

怎样挑选太阳伞？
夏季紫外线强烈，如何挑选一把合适的太阳伞呢？
1、明确目的。太阳伞有两种，一种是防晒黑具有反射

紫外线功能的，一种是防日照具有较高遮光率的。前者适
合于不想让自己晒黑的人群用，后者则适于眼睛畏强光但
不怕晒黑的人用。因此，在买太阳伞之前先明确自己的目
的，再根据需要购买。

2、选择不易集热的材质。一般用绢或者麻等材料制
作的太阳伞能够将太阳中的热能隔离在伞外，伞下的人不
易感到炎热，另外，厚材质和双层太阳伞也具有良好的隔
热效果，更值得大家购买。相反，化学纤维和聚酯纤维材
质制成的太阳伞不易散热，撑着这样的伞走在太阳下会感
到格外炎热。

3、关注紫外线反射加工。原则上来说，深色材料的太
阳伞相比浅色材料的太阳伞紫外线透过的可能性更低，但
如果采取了较好的加工方式，人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选择不同颜色的太阳伞，不必拘泥于深色的太阳伞了。

4、注意伞内部的颜色。很多人买太阳伞的时候都在意
外面的颜色好不好看，却往往忽略了内部颜色。但其实太阳
伞内部的颜色与其功效息息相关。如果太阳伞的内部是闪
亮的浅色，很容易汇集从地面反射的紫外线，这样人们即使
打着太阳伞也会被晒黑。因此，怕晒黑的人们选择太阳伞
时，应当注意选择内部是黑色或者绀碧色等深色的产品。

错峰出游去哪里

按照省农业厅、咸宁市农业局和赤壁市纠风办的总体部署，赤壁市农
业局组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把握时间节点，多措并举，有序推
进履职尽责督查活动的落实，做到与局中心工作共同谋划、统一部署、统筹
推进。工作中始终坚持“一岗双责”的问责工作机制，落实主体责任，制定
工作清单，设立履职尽责征求意见箱，聘请人大和政协委员作为政风监督
员，向服务对象和基层群众征求意见，认真整改落实，树立了“敬业为农、优
质服务、文明执法、廉洁高效”的农业部门形象。 （廖汉斌 龚承璞）

赤壁市农业局履职尽责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