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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大观

梅、兰、竹、菊并称花中四君子。
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其折笔泼
墨，穷尽美词。

关于竹的名人诗文甚多，且看杜
甫如何说：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

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

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

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

扶疏多透日，寥落未成丛。

惟有团团节，坚贞大小同。

杜甫不愧为大师，寥寥数行字，就
将竹的清、净、傲、香和挺拔坚贞尽数
概括。

所以，来咸宁不看竹，虚此行也。
咸宁看竹，当属星星竹海。
星星竹海距咸宁主城区约16公

里，有竹林万余亩。
竹，让这里的四季景色迥异。
春天里，满山野花鸟啭虫鸣，雨后

春笋层出不穷。
夏日里，新竹抽梢枝叶婆娑，婀娜

多姿青翠欲滴，甚是清新凉爽。
到了秋季，天高云淡风清月明竹

海浩荡山峦起伏，平添一分苍凉；
我们驱车进入竹海后，下车步行

游览。但见一株株苍翠挺拔的老竹傲
然而立，一弯弯鲜嫩欲滴的新竹柔若
少女。

漫步在竹林深处，身边翠竹夹道，
时而有竹叶轻拂头颅面颊，那轻柔、温
软和痒痒的感觉令人陶醉。

向导老陈是个竹海通，夸下海
口，要带我们登上竹海最高峰竹木
嘴，说是非如此，难见竹海阵容。想
来此话有理，但凡用“海”来形容某
一事物的数量，不登高俯视如何求
证？

竹木嘴海拔730米，其上巨石嶙
峋、个个张牙舞爪，只能小心翼翼行走
其上。

待到了悬崖边上，俯首看去，可见

远方氤氲蒙蒙的浩瀚竹海，竹乡风光
尽收眼底。功夫不负苦心人，果然见
证了竹之“海”量。

从竹木嘴下来，老陈再一次夸下
海口，说是要带我们去看中国最美的
竹林。

“中国最美的竹林”隐藏在钱脑山
深处，这里地势平坦，竹林面积达300
亩。

但见一支支翠竹在微风中轻轻摇
曳，像是在列队欢迎远方的贵客。钱
脑山竹林的一大特色是竹林中有石
林，竹之青翠挺拔排列整齐与石之灰
白粗粝奇形怪状相携成趣，自有一番
风姿。

午饭后，还专程到一小村庒瞻仰了
一株号称全球最美的300年老桂树。

此树不仅生得美，还高产稳产，每
年都能为主人贡献桂花300公斤。据
说有富豪出50万竞购，主人丝毫不为
所动。

及至赶到汉高祖后人村——刘家
桥村时，已是黄昏。

这一天气温很高，加之频频登高
徒步，众人体力消耗甚巨。晚饭后个
个躲进金桂湖低碳示范区宾馆房间
内，倒头便睡。

刘家桥廊桥飞架于白泉河上，
独孔，拱形，累石而成。桥上盖有
廊亭，廊亭内梁雕有龙凤八卦图，
青瓦盖顶。两侧桥身用青砖建起两
米高的方孔花格拦护墙，墙内置有
长凳。

500年的老屋，至少，从面积上
看，堪称豪宅。

老屋内部装饰也很考究。
老屋里仍然保存着旧时用来为稻

子脱壳的器具。
夜幕降临，刘家桥一片灯火辉煌。

游闲 咸宁

下图说 天

秋色正当时
盘点五大最佳赏秋圣地

安徽黄山：一场奇妙之旅

秋临黄山，把黄山妆点的格
外动人。

漫山遍野的巨幅画卷、宽广的
蓝天分外辽阔、涤荡在巧石与悬崖间

的烟云薄似轻纱、荡漾在游客脸上的
笑分外耀眼、和煦温暖的日光……那
份秋日所到之处的宁静祥和，让人不
忍远去，只愿身在此山中。

金山岭长城：秋意正浓惹人醉

每年十月，是金山岭长城最
绚烂、恣意的季节，秋高气爽，云
淡风轻。秋季的金山岭长城，更

加绚丽多姿，美不胜收。山峦起
伏的古老长城层林尽染，令人惊
艳。

四川峨眉山：最妖娆动人的季节

秋季，是峨眉山最妖娆动人
的季节。

在这云淡风轻的秋日里，对身
体有益的登山运动成了不少旅游
爱好者度假的首选，这个季节攀登

峨眉山不仅可以享受登山的乐趣，
还可以看见漫山遍野的红叶，尽情
享受秋的乐趣。而在黄金周大假
期间，徒步不仅能节省旅行费用，
更能避免游人间的拥堵。

河北白石山：绚烂色彩夺人眼

白石山雄踞八百里太行山最
北端，位于河北省涞源县境内，顶
峰海拔2096米。

初秋，当山脚还是一片翠绿，
山腰已是通红、明黄，而山顶则是
紫红、金黄，随着时间的推移，色彩

交替变换，油松黑绿，桦叶金黄，花
楸枫叶正红，让整个白石山变得五
彩缤纷。而整个白石山上，最吸引
人的还是漫山遍野的红叶，或成片
成簇，或点缀林间，红的灿烂，红的
洒脱，红的让人心醉。

咸宁有竹 海若星星

“做一回小镇青年，来一把精
神还乡”。近年来，特色小镇成为
国内旅游的热词。各地大规模布
局特色小镇，北京要打造42个特
色小镇，河北将建设 100 个特色
小镇……每逢节假日，以休闲度
假为核心属性的特色小镇旅游悄
然兴起。

驴妈妈旅游网日前发布的
《2017 特色旅游小镇消费报告》
显示，今年该网平台上预订小镇
旅游产品的游客人次比去年同期
增加了2倍，古色古香的建筑、民
俗特色的小店、当地地道的美食、
灯火阑珊的酒吧是游客选择小镇
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因素。平
遥古城、西塘、婺源篁岭、上海迪
士尼小镇、云水谣、乌镇、古北水
镇、宏村、南浔、周庄是最受游客
欢迎的旅游小镇。灵山小镇·拈
花湾、袁家村、哈尔滨俄罗斯风情
小镇、宁夏镇北堡和水浒影视小
镇等成为接待游客增速最快的小
镇。

旅游专家指出，特色小镇并
不等同于旅游小镇。特色小镇
的范畴非常广阔，其中和文化
旅游关系最为密切的才是旅游

小镇。这类旅游小镇往往具有独特
的自然风貌资源或人文历史景观，
拥有丰富的旅游业态和完善的公共
游览服务，且注重资源保护、生态建
设、拥有有效的景区管理机制，能将
旅游安全和服务质量纳入综合考
量，这种才是真正的旅游小镇。一
般来说，各大旅行社售卖的旅游小
镇产品都具有成熟旅游业态。根据
景区资源类型的不同，旅游小镇分
为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特色景观和
主题公园等几个类别。文物古迹、
名山大川周边的小镇发展特色旅游
具有天然的优势。

《报告》显示，小镇游的游客涵盖
全部年龄层，“80 后”、“90 后”年轻群
体会选择具有时尚特色的主题小镇
作为目的地，年纪较大的人群则更偏
好以休闲度假为主的文化古镇、养生
小镇、温泉小镇。

从全年出游时间分布来看，除了
春节、清明、五一和端午等节假日，六
七月毕业季也是特色小镇游的高峰，
且以多人团队出游的年轻客群为
主。不少毕业学生选择将特色小镇
作为毕业旅行目的地来为青春画上
一个完整的句号，而在文艺小镇拍出
毕业照也相当“拉风”。

随着一些热门旅游小镇里民宿
的兴起，游客的住宿选择也趋向多
样。特别是自由行游客更愿意入住
民居外观具有鲜明特色，能融入当地
生活并且能与当地人交流的民宿。
不少选择小镇游的游客出游动机很
单纯，也很任性。一家餐厅、一间民
宿、一个小店、一场演出都能促成一
次说走就走的小镇游。许多人会因
为一篇微信文章、一组朋友圈照片、
一档综艺节目或者一部电视剧，而赴
一座小镇。比如《小时代》系列带火
了欧洲风情浓郁的上海松江泰晤士
小镇；《奔跑吧兄弟》让古北水镇的大
名传遍全国；而随着《欢乐颂 2》的热
播，婺源的热度也持续上升。

不少游客对小镇的印象就是“千
篇一律”，饮食大同小异，玩法也无甚大
差别，甚至连街边的纪念品商店售卖的
特产都让游客感到似曾相识。旅游小
镇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创意；小镇
风貌无特色，人文风情不鲜明；接待服
务弱，承载能力差；产业联动不够，无法
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在当前旅游品质
提升、旅游消费升级的趋势下，如何培
育特色旅游小镇，如何经营特色旅游
小镇，值得旅游业界认真思考。

旅游小镇为何受追捧
○赵珊

葱油拌面是我那微胖表妹的最
爱。每次问她，为什么喜欢吃这个，
她总笑着说，吃了耳聪目明，也不知
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一次，表妹来温泉，正逢周末，
我便奉了母命招待她。表妹说她要
求很简单，只要带她去吃城区最好吃
的葱油拌面就行。我心里想着，这还
不简单，只要找家面馆不就能打发了

她。
一连两天的早上，我们都很早从

家里出发，我带着表妹在城区转悠，
可走访了很多家，表妹都不满意，不
仅对面馆的环境挑三拣四，而且还对
这些面馆里的葱油拌面嗤之以鼻。

表妹说，她吃过最好吃的葱油拌
面，那面条有韧劲又爽滑，入口鲜美，
葱油也很香。一气之下，她领着我，
便往家里走。“走，还不如我做的葱油
拌面呢。”

表妹随即拉着我来到超市，买了
些新鲜食材，配合家里现有的东西，
她便真的洗手围上围裙打算现场为
我做一份她眼中最好吃的葱油拌面。

表妹说，做葱油拌面不能少的
便是煮面和炼猪油这两项工作。先
取出买来的新鲜猪肉，将瘦的剔开，

然后将肥的猪肉，先用大火炼制，再
用小火将猪肉渣榨至金黄备用。这
时，便可以在锅中倒水，准备煮面条
了。

等水开的间隙，表妹熟练的将黄
瓜、葱、姜等辅料都一一切好，分盘备
好。锅里开始冒出热气时，表妹加入
了少量的油盐，等水沸腾后，将生面
条放进锅中。面条差不多煮到十多
分钟后，捞出，放进一个装有凉开水
的盆里焯一下，便盛出放进一个容器
里。

过完凉水后，表妹又迅速在面中
加入少量糖（提鲜，依个人口味）、适
量的面条鲜（酱油）、外加一点点盐，
然后将葱花撒在上面。

接着锅内倒入适量的之前榨出
的猪油。然后将热好的油直接浇在

面条上。厨房里传来了“刺啦刺啦”
的声音，葱花和猪油相遇，迸发出别
样的花朵，仿佛猪油在葱花上跳舞一
般，香味回荡在空气中。

就这样，一道精心制作而成的家
常面食——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表妹说，葱油拌面食用前要快速
搅拌，搅拌到入味后，再将事先切好
的黄瓜丝放在上面，葱油拌面香味扑
鼻，颜色更是引人入胜，光闻着香便
早已是满腹馋虫，细细品，面条有韧
劲又滑爽，葱花拌着猪油，果然口齿
留香，确实别有一番风味。

葱油拌面
记者 朱亚平

承德雾灵山：色彩斑斓的油画世界

安静的坐在承德雾灵山莲花
池的雨夜，温一纸墨香，码几粒小
字，续写秋的浪漫。入眼是一片萧
瑟，心中忽而感慨，秋风低吟，秋雨
浅唱，秋霜秋露秋水长，秋花秋果秋

叶黄，原来此季正是秋浓时。
夜朦胧，雾朦胧，将秋的美韵，

缓缓融入笔墨，使秋的浪漫在纤纤
指尖，淡淡盛开芬芳，花开无声，风
过留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