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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

在张家界一望无际的天然氧吧
里畅游，尽情观赏一场由奇峰、河流
组成的盛大天然画卷。一切的烦
躁、苦恼，都会被这里安静的美、翠
玉般的美、原生态的美所感化。如
同一路奔涌的澧水，至此忽然变得
如此温柔缠绵，迂回曲折，恋恋不舍
地缠绕成一个宽阔的臂弯，像慈母
一般将这一方水土轻轻拥在怀里，
生怕失去。

张家界的美，在武陵源，武陵源
的美在山，在水，在人。

山，是张家界雄秀万千的脸，也
是张家界双手捧向世界旅游天堂的
一张名片。每一座山峰，都是开在
云朵间的宫殿。神堂湾的险，被当
地人称为“上一级天梯，丢一条
魂”。还有那庄严肃穆的点将台，飞
架悬崖绝壁之上的仙人桥……

如果说山赋予了张家界以神
韵，水，则是自然灵动的张家界之
魂。

这里的水，像是长在时光上的
墨绿、宝蓝，更像是一块块流动的玻
璃，或者镜子，流淌着云朵的拍摄，
天空的亲吻。

你想要安静一点的话，就去金
鞭溪沿溪缓行，大有进入小九寨天
堂的感觉。这里的水，美得细碎，美
得缓慢，美得雍容，美得静谧。一滴
水，从我的掌心滑落，就让我感受出
那分明是张家界细碎的呢喃。

当然，最让人释怀的，就是去澧
水的上游——百里画廊茅岩河漂流
了。茅岩河就像一本藏书，被我的
好奇轻轻翻开。在这里漂流，俯下

身子，屏住呼吸，聆听涛声奏出的迷
人乐章，看浪花如白云一闪一闪
的。漂过九曲十弯，漂过英雄覃后
的历史故事，我看到了桃花、稻谷、
黄雀以及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土家吊
脚楼……清风徐来，日子就在水面
颤动，我的灵魂就在水面安放，不盈
不虚，不紧不慢。

张家界的人，像山水一样清新
自然，像土家山歌一样高亢嘹亮。
不管是导游、景区的工作人员，还是
酒店服务员、当地居民，他们依然保
持着祖先传承下来的土家古朴民
风。如果你迷了路，或者有什么景
点需要讲解的话，他们都是一本鲜
活的张家界山水全书。他们的举手
投足之间，无不洋溢着一种对自然
山水的敬畏之情，对美好生活的一
份热爱。他们容不得任何一个人，
对这里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破坏和
亵渎。

游弋在张家界的山水里，我就
像一只鸟，或者一条鱼。我多想，我
的每一个文字，都是一首诗，一幅
画，都能在这里诗意地栖息，流淌。

在张家界，安放身体和心灵，我
必须带着自己宁静的山峰，溪流。
从它岁月一样的深里，日子一样的
甜中，捞出时光的镜子，让快乐在这
里定居，繁衍生息，也能像它一样，
如此清洌，如此高远。

游在张家界
○ 许岚

出行贴士

紫苏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说到通城美食，紫苏酱不可不提。紫苏也叫作苏
叶、红苏、香苏，具有特异的芳香。只吃过“老干妈”、

“海天黄豆酱”的馋嘴吃货们，不妨尝试下紫苏酱，绝对
会一口爱上。

关于紫苏，曾流传一神奇的传说：相传东汉末年间
的一个九九重阳节，几个青年比赛吃螃蟹。因螃蟹性
寒，吃多了会生病，当晚这几个青年半夜就大喊肚子
痛。这时正巧碰上了“神医”华佗，诊断后得知是吃多
螃蟹中了寒毒。可由于当时还没有治疗这种病的药
物，华佗也不知怎么办才好。

就在华佗左右为难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以前采
药时，发现一只水獭正在贪婪地吃着螃蟹，没过多久，
这只水獭便躺在地上打起滚儿来，可能是吃多了螃
蟹。后来，它爬到岸上，吃了一些紫色的草叶，又躺了
一会儿，竟然没事了。于是他去郊外采了一些那种紫
色的草，又立即煎汤给这几个青年服下。不一会儿，这
几个青年的肚子就不痛了。

因为这种药草是紫色的，吃到肚子里又感觉很舒
服。所以，华佗就把这种药草取名为“紫舒”。传到现
在就成了“紫苏”。

紫苏酱的做法很简单，将大蒜去皮剁碎，干贝虾米
泡发切碎，紫苏叶切碎或椿成泥待用。

将大蒜下油爆成金黄色，加入干贝虾米，炸至金
黄，捞起沥油待用。

锅里留下半碗油左右，加入切碎的紫苏泥炸香，倒
入蚝油、鱼露、少许糖，翻炒至沸腾即可起锅。过程中
注意火候，可别焦锅了。

紫苏其叶（苏叶）、梗（苏梗）、果（苏子）均可入药，
具有很强的功效。中医认为，紫苏叶性味辛、温，入肺、
脾经，有解表散寒、行气宽中之功，紫苏辛香温散，入肺
走表而发散风寒，又能走脾行血而宽中，对外感风寒，
内兼湿滞之症尤为适宜。

也可以将鲜苏叶洗净，用开水烫后挤去水分，沾其
他酱料吃；或者把嫩苏叶切成丝加入冬瓜汤里，食之祛
暑开胃；炖鱼或煮蟹时放些苏叶，可镇咳解毒；若与土
豆丝凉拌食用，清凉去火；将嫩苏叶切细，佐以食盐，很
是下饭。紫苏酱亦可与面条相拌，蒸馒头或豆片时，在
屉上铺一层苏叶，蒸出来更是别有风味。

旅游扶贫创佳绩
——市旅游委精准扶贫工作纪实

通讯员 成丽

紫气东来，云蒸霞蔚——多么绮丽的景
象，多么美好的意境，多么吉祥的寓意，多么光
明的前景。有一个地方，就因之得名，这就是
位于格凸河畔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据《安顺府志》记载：“紫云洞，在城西北二
里，雾结云蒸；洞极幽邃，常有紫气腾于其上；
中建佛寺，祈祷辄应。”

贵州紫云洞天然生成，在石山腰部，居高
扼险，非常奇特。从山脚到洞边，共有石级数
百条，蜿蜒上伸，两旁竹木葱茏，清幽宜人。洞
门之上，建有四层楼阁，巍峨耸立。入洞即见
财神殿，四周岩石滴水、叮咚成韵、饮之甘冽；
复折向上，为观音殿，系清道光年间所建，青
瓦、黑柱、红壁，特色鲜明；第三层为大佛殿，一
尊四米高的镀金如来佛悲悯地俯视众生；顶楼
为玉皇殿，岩壁上刻有旧时名士手书的五言诗
和洞志铭。

格凸河岸峭壁如削，真乃“其山惟石，壁立
千仞，临之目眩”。常人眼中的悬崖绝壁，却是
徒手攀岩的“蜘蛛人”心头之好，“国际攀岩圣
地，国家攀岩公园”的桂冠，也因此落在了紫
云。

无数美景、奇观分布于格凸河两岸，以四
层立体巨型穿洞和天生桥最为奇绝，尤其洞洞
相通、桥桥相连的景观，世所罕见。每当旭日
东升，透过一个个奇异的穿洞，金灿灿的阳光
照耀着薄雾笼罩、碧波荡漾的格凸河，形成“格
凸河天地神光”，神奇瑰丽，绚烂多彩，如梦如
幻。

通天洞是目前国内最深的竖井，酷似火车
隧道。从洞壁攀岩而上，可达宛若天桥的大穿
洞。荡舟而入，在河湾的尽头，洞顶突然斜开天
窗，一缕缕阳光扑射进来，与状如银丝的岩浆交
织，形成一道道七色彩虹。往里、向上是海拔最
高、保存最好的古河道遗迹“盲谷”，这片与世隔
绝的洞中原始森林，让人恍若置身仙境。

小穿洞出口的上方，有上、中、下三个溶
洞，分别为上洞、中洞、下洞，它们是世上海拔
最高的溶洞。世所闻名的“洞中苗寨”，人类穴
居的最后部落，就居住在中洞。他们世代生长
在洞里，死后也安葬在临近的洞里。但他们并
不排斥现代文明。洞中有一所小学，几十名学
生每天书声琅琅，使石洞充满生机。

在大山底部，格凸河和地下河共同发力，
掘出世界第二大喀斯特洞厅、世间容积最大的
地宫“苗厅”，它有“地球空壳”之称。洞中巨型
石笋成林，各种钟乳石千奇百怪。近二十条暗
河，纵横交错于地宫，水流声震耳欲聋，让人胆
战心惊。中法联合探险队探明苗厅后，兴奋不
已，称“任何华丽的词语用来形容这个巨大的
地下景观都显得无力”。目前，苗厅内仍有六
个支洞尚未探明。

此外，“冒鼓天”、天星洞、悬棺洞葬、阴阳
河谷、星星峡谷、暗河瀑布群……隐秘杳渺的
苗疆气息，随着格凸河流弥漫四方。

在苗语中，“格凸”意为“圣地”或“离神祇
最近的地方”。既是圣地，自有圣人。亚鲁，就
是苗族子民心中的圣王，是“东郎”世代唱诵的
英雄。创世纪的神话、飞龙马的传奇，刀光剑
影的悲壮、开疆辟土的功德，拯救与召唤、神力
与护佑……木鼓和芦笙伴奏吟唱的《亚鲁王》，
苗家儿女引以为傲的英雄史诗，携带着远古的
印记，隐匿着神秘的密码，穿越2000多年的时
空，走出了山高水长的紫云麻山腹地，走进了
庄严神圣的人民大会堂。

紫云古属夜郎国，但紫云人不自大，他们
自强，脚踏实地、心存高远。而今的紫云，最美
最好的建筑是学校和医院。亚鲁王青睐的“有
山有水的地方”，“山前山后桂花儿开，苗家从
苦难中走出来”的紫云，格凸河畔紫气东来、云
蒸霞蔚的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青山绿水正在变
成金山银山。

格凸河畔看紫云杨海蒂
○ 余杰

玩漂流需注意安全
漂流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凉爽，还有刺激，所以越来

越多的人都选择去漂流。但是漂流活动不同于其他的
户外运动，它具有一些不可预知的危险性，所以在去漂
流前，漂流的注意事项要了解。

漂流前，要穿好并系好救生衣，在漂流过程中，要
严格遵守安全纪律，在漂流时，绝不能脱掉救生衣；不
能随意下河游泳。有些人群不适合玩漂流，例如，高血
压、心脏病、感冒、发烧、妇女月经期等怕湿、怕惊吓的
人员以及小孩子。

防水衣物不可少，漂流者如遇又湿又冷的情况，运
动衣是穿不住的。有了一件好的防水上衣，就可以不
受从河里溅入的冷水的侵扰。这种上衣使用粗纤维和
坚固的胶乳帆布来御寒。

注意重要物品要保管好，漂流时不可携带现金及贵
重物品上船，若有翻船或其他意外发生，漂流公司和保
险公司一般不会赔偿游客所遗失的现金和贵重物品。

漂流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安全事项，下滩或过深潭
时，一定要先坐好、扶稳，双手抓住船沿两边的扶手带，
保持人体与船的重心平衡；当船内有很多积水时，要找
水流很缓的浅滩让船停稳，再下来倒掉；万一碰到翻船
时，不要惊慌，不要害怕，要沉着应战，因为穿了救生
衣，始终不会沉掉，只要想办法慢慢地游到岸边，再爬
起来就没事的，也可以叫河边站岗的工作人员提供帮
助。

打水战是很多漂流的特色，并且特别开心，但凡事
都要有个度，尤其是对那些中老年人和主动放弃水战
的人员，不要向他们展开攻击。

由于漂流中水流比较急，水很容易溅湿衣服，因此
一定要准备一套由内而外的衣服和鞋。漂流结束后，
建议喝一杯姜汤驱寒保暖，然后回更衣室换衣服。

（本报综合）

咸安区盘源村地处桂花镇东北角，
属库区村、苏区村，也是离镇、区最偏远
的山区村，由原盘源村和五爱村二村合
并而成。村辖22个村民小组，全村有林
地28000亩，常用耕地面积3073亩，水
田1830亩，旱田1243亩，山多、地少、人
多，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加上产业基
础薄弱，农户居住条件差，基础设施配套
不完善，造成贫困户增加。缺资金、缺技
术、缺劳力，因病、因残、因子女上学等致
贫现象尤为突出。

据统计，盘源村全村农户总数702
户，3089人，其中贫困户总量为235户，
694人，全家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37户
57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198户637
人。因病致贫132户 381人，因残致贫
51户165人，因学致贫4户16人，其他原
因致贫48户132人。多年来，盘源村是
镇、区公认的贫困村。

2015年10月3日，鄂东南咸宁阳光
温煦，三辆小车一前一后从温泉出发，七
弯八拐驶进了大山深处的盘源村。在地
头劳作的村民瞄一眼缓缓驶过的车辆，
低头继续各自的活计。他们做梦也想不
到，这队人马的进驻，会彻底改变他们的
生活环境和生存状况。

这是一支给乡村带来福音的工作
队。由咸宁市旅游委牵头，联合市统计
局、市民宗局组成的扶贫专班，长驻盘源
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盘源村山多，要想脱贫，就要在山上
做文章。工作队定下了扶贫思路。

驻队人员根据山区的气候特征，经
考察后认定种植中药材和蘑菇见效快收
效大，是首选项目。选址、划地，中药材
和香菇基地建成后，资金不够，他们四下
联系，协助村两委加大招商引资。如今，
中药材和香菇已成规模。

在山区种油茶，是世代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源泉。工作队购回油茶苗，分
发各户，让村民在山坡上统一种植，200
亩油茶基地连成一片，也已成规模。同
时还制定了 一系列的管理制度，除草、松

土、施肥，责任到人，发展壮大村庄的集
体经济。

扶贫工作队员自筹资金，短短半年，
建起光伏发电产业，完成了村里的供电
系统工程。

这些项目解决了村集体经济收入问题。
解决了村集体经济收入问题，也要

解决贫困户的住房问题。现年55岁的唐
家才终生未娶，是盘源村地地道道的贫
困户。他身材瘦小，无儿无女，与80多岁
的老母亲相依为命。老母亲双目失明，
一根拇指粗的竹棍就是老人的眼睛。

工作队走进唐家才家里时，内心十
分震撼：家徒四壁。烟熏火燎的火塘上
挂着一口铁锅，锅里清汤白水正煮着半
锅冬瓜，不见一滴油珠。那一刻，工作队
员们的心像被马蜂蛰了一下，痛，一点点
蔓延。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国家让我们

到最底层来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我们
要对得住自己的良知，决不能走过场！”
市民宗局局长兰琼立即个人出资2万元，
随后打电话发动老人的其他儿女出一部
分资金，并申请国家危房补贴。在她的
积极奔走下，唐家才家的四间平房很快
建成。

看着唐家才脸上开心的笑容，工作
队员们也开心地笑了。在他们的帮扶
下，贫困户一家一家地从破旧危房里住
进了新房。

除此外，扶贫工作队还帮助村里重
修扩宽乡村公路、沿途设置路灯、建配套
设施齐全的卫生室、重建村委会办公楼、
广场硬化、落实排水沟工程、修建盘源村
3组戴家危桥、定期开展网上帮需对接活
动、开展技能培训、每半个月组织一次结
对走访、组织爱心捐助与“金秋助学”关
爱留守儿童活动、建设环湖公路带动乡

村旅游发展、协助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
工作建好一个班子，等等。

三年来，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该
村已完成村级公路硬化、林区路建设，产
业路正在进行中，电信光纤已实现入户，
自来水工程基本完成改造。同时完成了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盘源卫生室、便民服
务大厅、文化服务中心、村主干道路灯安
装、村委会周边环境美化绿化基础设施
建设等。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完成了香菇
基地、光伏发电、油茶基地项目。

从2018年开始，盘源村可以实现每
年5万元以上的集体经济收入目标。

三年来，扶贫专班的24名干部结对
帮扶贫困户96户384人，对盘源村有自身
发展意愿的贫困户帮扶154户467人，支
持奖补资金52万元，对村产业发展和基
础设施建设支持52万元。2017年底，实
现脱贫216户640人，盘源村整村出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