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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贴士

咸安春季赏花游全攻略
1 学史赏花人文游
线路总览：
马桥建国畈（油菜花海）—马桥垅口冯（名相故
里）—桂花源（千年古桂）—桂花金桂湖（休闲山水）—
刘家桥午餐（刘邦后裔古民居）

这里一到春天
就是金色的世界，金
色的油菜花与蓝蓝
的天空交互相映，田
园风情美轮美奂，形
成精妙绝伦的风景。
汀泗黄荆塘油菜花海

大幕乡万亩竹林

粉 的 似 霞 ，与 青
天掩映，美不胜收，咸
宁 花 类 品 种 多 样 ，并
且每个地方都美的很
别致。
大幕乡万亩樱花

汀泗黄荆塘万亩茶园
马桥建国畈油菜花海

马桥垅口冯（名相故里）
相传这里是冯京后人迁回咸宁，在此世代繁衍，
故全村人是冯京后裔。村前村后有 200 年以上古桂、
古侧柏、古杨树、古柏多株。前后山脚下各有一条河
流，宛如玉带，山环水绕。古民居根据地形，依山而
筑，疏密有序，错落有致。
桂花源风景区被评为
咸宁八景，它是特色旅游
代表。这里有中国最大的
古桂花群落，有风香十里，
无风十里香，香城泉都之
“香”在这里有着最集中展
示，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
飘，它也是咸宁嫦娥文化
的源头之一。

在这里不仅能看到
大片油菜花海，还能体
验各色民俗活动，民俗
活动有哪些？体验完民
俗活动就可以尝到自己
的劳动成果咯，高桥白
水畈还是著名的萝卜小
镇哦，在这里尝一次萝
卜宴也是极好的。

这里，是革命先
烈的功勋地，这里，写
下了中国革命史上光
辉的一页，漫步汀泗
古桥，每一脚都踩到
历史，徜徉汀泗古街，
每一步都穿越时光，
重访汀泗遗迹，每一
刻都烽火硝烟，感受
完历史遗迹，便可以
前往农家乐就餐了。
汀泗古镇

3 美食美景养生游
线路总览：

桂花源（千年古桂）

金桂湖

水秀山青古道萦纡
墨第，峰回路转小桥飞跨
刘家桥，刘家桥的美早已
深入人心。古朴典雅，碧
葱葱，几株古柳掩映，清
悠悠一脉白泉反照，有道
不尽的诗情画意，在如此
美丽的环境下吃着天然
农家菜美哉美哉。

梓山湖航天科技馆
是我国首家以航天科技
为主题的科技馆。
集教学、科普、文化
传承为一体，由中国青
少年研究中心授牌，是
航天国家级科普教育示
范中心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航天科普与文
化，以及宣传航天精神、
爱国主义、国防教育的

咸宁春季踏青赏花游吃住好去处
咸宁市长印温泉酒店
咸宁市兴安酒店
赤壁市威利斯商务酒店
赤壁市莱克假日酒店
赤壁市嘉宁大酒店
赤壁市陆水渔村
九宫山大酒店
九宫山大饭店
通山县龙图生态旅游度假村
通山县九宫山一家人农庄
通山县禾氏土楼
通城英皇大酒店
通城米兰时尚酒店
嘉鱼县官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线路总览：
向阳湖湿地花海（四季花海）—历史文化乡（向
阳湖笔峰塔、五七干校）—果蔬采摘园（宝丰农庄）—
向阳湖午餐（享受湖鲜美味）
在去年刷爆朋友圈
的向阳湖湿地花海，是
咸宁八景的赏花旅游代表，
一朵小小花蕾，绽放美
丽云朵，一缕浓浓花香，
编织神奇梦想，向阳花
海 ，枝 枝 连 长 ，向 阳 花
海，朵朵飘香。

双溪杨堡（蔬菜采摘）

双溪油菜片（油菜花海

温馨推荐：

5 湖鲜历史文化游

双 溪 油 菜 片（油 菜 花 海）— 双 溪 杨 堡（蔬 菜 采
摘）—贺胜铁军大道（万亩花海）—梓山湖航天科技馆
（探索宇宙奥秘）—贺胜鸡汤小镇（特色美食街）

金桂湖群山林深竹
茂，景色秀美，山林面积两
万多亩，基本处于原始状
态。
有碧波万顷的湖面，
万亩松林竹海，山水相映，
白鹭翔集，是品不尽的风
光画，
读不完的抒情诗。

烈日当空，许久不见阳光的皮肤受到较强日
晒后，容易诱发日光性皮炎，表现为面、颈、前臂、
手背等部位出现红斑、丘疹、水疱等皮疹。有家族
病史的人需要特别小心，最好搽上防晒霜。有过
敏病史的人，更要注意所选择的春游地点，应尽量
回避花盛之所，也可事先口服扑尔敏等抗过敏药
物，预防花粉过敏。随身携带风油精、云南白药等
常用药。
赏花的同时要远离花毒，以避免皮肤过敏。
常见的杜鹃花、含羞草、夹竹桃、一品红、马蹄莲
等，均含有有毒物质，误食可导致中毒；五色梅、洋
绣球、天竺葵等均可引起过敏。像冬珊瑚、龟背
竹、石蒜、百合花等，都含有不同的有毒物质。所
以，赏花时最好以“眼观”为主，更不能随意将花草
放入口中，特别是小朋友。
专家支招，赏花时不要去碰蜜蜂，更不要去招
惹马蜂。若不慎触动了蜂巢，应就地蹲下，待蜂群
活动恢复正常后再离开。遭受蜂蜇，应立即拔出
毒刺，然后用清水冲洗伤口并立即上医院治疗，切
不可用手挤压，以免毒液扩散。避免蜂扰最简单
的方法是“不留香”，不喷香水、不携带甜食和含糖
饮料。另外，蜘蛛、蚂蚁、毛毛虫等一些小昆虫也
要引起注意。赏花时，尽量减少皮肤外露，最好不
要随便在山林或草丛中躺卧。
（本报综合）

星星点点，
鹅黄
璀璨，
大幕乡万亩竹
林，浩瀚如海，节节
坚韧。

伴随着清晨
新鲜的空气，清脆
的鸟鸣，在茶园里
走一走，周围氤氲
着茶的香气，你与
春天的距离似乎
触手可及。

马桥建国畈油菜
花海的油菜花一团团
一簇簇，犹如金色的
海洋徜徉其中，仿佛
将春天握在手心里踏
实又舒服。

春天赏花注意事项

梓山湖航天科技馆
重要基地。在这里你可
以尽情探索宇宙的奥
秘。

笔锋塔又名慈恩雁
塔，俗称宝塔，清道光 18
年（1838 年），由知县夏
延樾主持募资重建。
宝塔在咸宁人眼中
是一个代表性的建筑。
风吹铃响，悠扬悦耳，数
里以外可闻。如果风和
日丽，登塔览胜，万倾碧

美食大观

向阳湖湿地花海

荠菜饺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笔锋塔
波 开 视 野 ，无 限 风 光 入
眼帘。

向阳湖“五七干校”
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干校
之一，许多文化名人留下
不少佳作，在这里感受革
命先烈的峥嵘岁月，品味
历史风云。

在贺胜鸡汤小
镇，清澈明亮的汤底，
爽 口 顺 滑 的 粉 丝 ，那
入口醇香的土鸡肉，
都让你欲罢不能。

五七干校

2 生态田园风情游

4 赏花品竹民俗游
线路总览：

线路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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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幕东源畈（油菜花海、万亩竹林、万亩樱花）—
高桥白水畈（油菜花、龙泉寺、白云寺、民俗活动）午餐
（大幕、高桥农家饭）

来到果蔬采摘园，
亲手摘下那一簇簇绿
色，亲身体验农家欢乐
想必心情一定巨好，来
到向阳湖一定不能错
过的就是湖鲜宴了。

云溪·黄龙寺游记
○ 方国斌

大年初一，山庄静好。一起床，雾锁内
关。沐浴毕，去祠堂祭拜先祖。只可惜正
堂未开，只好在大堂鸣放鞭炮。吴斌来电，
说 太 座 想 去 寻 访 寺 院 ，黄 袍 山 兰 若 寺 如
何？我答道，正准备和云溪学校潘广校长
参访修水黄龙寺，黄龙禅寺乃禅宗黄龙宗
祖庭，
离通城仅四十公里，值得一去。
鸟儿校长住云水，正好在云溪水库大
坝西岸，顺便参观了下水库大坝，雾中云
溪，别有一番风味。关刀桥边，我们与吴斌
汇合，过麦市，上南岭，山路崎岖，山雾缭
绕，车行缓慢，能见度只有三五米，不得打
开车灯，以二十码的车速蜗行，白云深处真
有神仙？诗曰：
幕阜有黄龙，
修炼成真佛；
就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大约一小时，终于得见黄龙寺真容。
相对于大多数庙宇，黄龙寺十分简陋，蛮像
这一带的民居，由于文革浩劫，昔日的辉煌
已不见踪迹。
本报电话：采访中心 8128123

视觉中心 8128773

黄龙宗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七宗之
一，临济名僧慧南入主黄龙寺，创立黄龙
宗 ，慧 南 在 黄 龙“ 传 石 霜 之 印 ，行 临 济 三
命”，创“生缘”、
“ 佛手”、
“ 驴脚”
“ 三关”，开
看话禅之先河，
“黄龙三关”的创设，从平常
入手，步步为营，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启发
学人，跳出窠臼，扫除执解，展示了慧南禅
师所开创的险绝凌厉的禅风，也体现出其
提携后学、造就僧才的婆心。千载岁月，弥
久不息的禅学，在晨钟暮鼓中，萦绕着他所
追求的至纯、至真、至美、至善的灵源，从而
似修河之水的源头沽沽而出，川流不息影
响和孕育着芸芸众生。
据史料记载，黄龙寺建于唐乾宁年间
（859 年），创建者超慧降伏吕洞宾为侍客童
子，声名鹊起。据寺前的慧南墓石刻记载，
慧南俗姓章，江西玉山县人。11 岁时出家，
19 岁时受具足戒。先拜靖安县宝峰寺云门
宗怀澄为师，后学衡山福严寺临济宗石霜
慈民，先后住持永修同安寺、庐山归宗寺，
出版中心 8128770

专刊中心 8128771

晚年住持黄龙寺至圆寂。慧南在黄龙“传
石 霜 之 印 ，行 临 济 三 命 ”，创“ 生 缘 ”、
“佛
手”、
“驴脚”
“黄龙三关”，开看话禅之先河，
箭锋振耳，赢得“三关陷虎，坐断十方”之美
名，自成黄龙一宗，名动天下，声振丛林，被
奉为一代宗主、黄龙祖师。在寺前三关桥
边石亭上即有“已过关者”等文字记载，寺
右化人坑石壁上
“三关”仍清晰可见。
在慧南影响下，其后高僧辈出，弟子及
再传弟子则“横被天下”。据说慧南得法弟
子 83 人，皆为名山大寺的住持，而且这些高
僧与朝庭权贵相交甚厚，可见当时黄龙寺
的影响之盛。
在黄龙宗风的巨大影响下，高丽国师
坦然欣然奉佛，皈依在黄龙五世育王介谌
门下，坦然嗣王位后黄龙宗在朝鲜传播日
广；日本僧人明庵荣西，则拜黄龙第八世虚
庵怀敝为师，宋光宗绍熙二年学成回国，即
被升为僧正，更是在日本大倡黄龙学术，使
黄龙后裔遍布日本全国，至今还有黄龙宗

新媒体中心 8128787

广告中心 8128108

支派 15 个。
清代康熙年间，冰鉴禅师入主黄龙寺
后，创佛印、教诲、南禅三院，已传 70 余代。
黄龙山虎，五百年醒，五百年睡。愿诸山长
老世间善信合力重建丛林，光大黄龙禅宗，
弘法利生，福泽南楚。
下午一点半，车回云溪，云开雾散，一
路顺风，饥肠辘辘，在云水，在鸟儿校长家
吃过苕粉腊肉汤，外加荠菜和鸡蛋，世间美
味，再难超越。阳光下的云溪水库，波光粼
粼，妙处难与君说。游性难减，又参访了白
沙岭的千年银杏，本来有雄雌两树，文革时
另一树折于雷电，五十年孤独，她仍然屹立
在村头，看世间百态，也许她早已参悟成
仙，只将躯干留于人间。

行者无疆

遗失声明及公告刊登处 8128778

陈希子

咸宁新闻网 8128155

春回转暖，咸宁山间地头的野菜也悄然生
长。踏青挖野菜做饺子，就成了爱吃之人最休闲
的趣事！
荠菜又名地菜，十字花科荠菜属，为一年生或
两年生草本植物，本身带有清香。荠菜的营养价
值很高，其内含有蛋白质及一些微量元素，并含有
丰富的维生素，对人体有益。我最喜欢的是荠菜
饺子，
极为美味。
自己做菜绝对是一项惬意的活动，荠菜饺子
就是一道来自舌尖幸福感十足的美味菜肴。趁着
周末在家，我准备自己做碗荠菜饺子。
准备 100 克猪肉，盐，料酒，蚝油，生抽，味精
等调味料。先调馅，将猪肉切成肉末，再倒入料
酒，用筷子沿着同一个方向搅动，直到肉的口感更
上劲。
荠菜择洗干净，焯热水去涩味捞出沥干水，切
成碎末倒入猪肉末里，继续按同一方向搅拌匀。
加入盐、蚝油、生抽、味精，在碗中拌匀所有的调
料，放置一边。
接下来是擀面皮：
先在面粉中倒点盐，
然后一
只手倒冷水，一只手把面粉按同一个方向搅动，直
至面粉初步成糙块。用手搓揉，
把糙面块揉搓成表
面均匀光滑的大面团，
放置一边醒面团片刻。因为
南方春天室内潮湿，
醒面团就不用盖湿布了。
面团醒好后，用擀面杖把面片再擀擀，把面皮
修成厚薄均匀的饺子皮。将饺子皮摊在左手掌
心，取适量荠菜馅填在面皮中间，按照一般包饺子
的方法，
将面皮和荠菜肉馅合实，即成饺子。
煮饺子也有技巧，水开时下饺子，待第二次水
开，倒一碗冷水入锅，接着盖盖煮，第三次水开，再
倒一碗冷水接着煮，直到最后水沸腾，饺子全部浮
在水面上时，就彻底煮熟透了。
调点小麻油、香醋，舀上一勺清汤，一碗热腾
腾，香喷喷的荠菜饺子历经了“找、挖、择、洗、剁、
调、包、煮”，终于被端上饭桌。零星的油花，青翠
的小葱浮在清汤上。敞口瓷碗里，圆润饱满的饺
子叠摞着，青绿色的馅儿在白面皮下若隐若现，
一口一个，才叫痛快。
荠菜饺子不仅味美，营养也极丰富，是春天不
妨多吃的柔肝养肺的食品，但荠菜中含有草酸，吃
的时候用热水焯除，对身体会比较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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