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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大观

畅享小镇风光

香辣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寻找一个温馨的小镇，带上家人、朋友，放松身心，

焦姣

享受休闲生活，这才不算辜负这潋滟秋光。

黄鹤楼森林美酒小镇

萝卜小镇

黄鹤楼森林美酒小镇是国家
AAAA 级景区，位于咸安区，占地
近千亩，是全国少有的在厂区内拥
有森林、湖泊、山地等自然资源和独
特洞藏洞酿环境的美酒生产基地。
黄鹤楼森林美酒小镇依山势修建蒸
馏车间、酿造车间、陶坛酒库、成品
车间、勾调车间、包装车间……独特
的地理环境，也造就黄鹤楼酒的洞
酿技术。
地址：
咸安区金桂大道 259 号

萝卜小镇位于咸宁市白水畈，
是中国首批田园综合体试点之
一。白水畈田园综合体共分为乡
村综合体示范区、四季花海示范
区、农耕体验区、美丽村湾区四个
示范区。其中乡村综合体示范区
以“萝卜公社”为文化符号，建设萝
卜馆、农耕民俗馆、萝卜乡学院、萝
卜美食街、作坊街、炒货街、萝卜民
俗酒店、共享厨房等。
地址：
咸安区高桥镇

贺胜鸡汤小镇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风送爽之
季，正是蟹肥膏黄之时。吃大闸蟹是一种季节性的享
受，养了一年的大闸蟹上市了，真正肥美也就只有这
一季。
10 月，最让我期待的就是吃大闸蟹了。这时候的
螃蟹，最简单方便的方法就是上笼清蒸，沾着姜醋汁
吃。当然，也可以换些花样，做成鲜香麻辣的香辣蟹
也是极其好吃的。
将买回来的大闸蟹刷洗干净，用勺子将蟹壳从尾
部撬开，然后一分为二，将螃蟹切成两半。如果买回
来的螃蟹比较大，
可以再切一刀，将螃蟹切成四块。
在切好的蟹身上均匀裹上淀粉，切开的那一面要
多沾一些淀粉，这样可以避免蟹黄流失。起锅烧油，
将螃蟹放入油锅炸两到三分钟，至外表金黄后捞出。
紧接着准备香辣蟹的原料，干红辣椒切小段，葱
姜蒜切片，花椒、桂皮、香叶、八角等香料清洗干净，再
准备一小把白芝麻。
另起一锅，冷油倒入全部的香料，小火慢慢炒出
香料的香味，紧接着倒入葱姜蒜片以及白芝麻，最后
倒入干红辣椒。
待所有配料炒出香味之后，倒入炸好的螃蟹，加
入盐，翻炒片刻后倒入一碗黄酒，加盖焖煮三分钟。
再加入少许白糖，焖煮两分钟待白糖完全溶解即可出
锅。加白糖是再提鲜的同时让辣味变得更加柔和，口
感更好。在装盘时可加入少许香菜作为点缀。
洁白的盘中，鲜嫩绿色的点缀之下，用辣油炒出
的螃蟹格外红亮，外壳裹着香浓的汁水，咬开蟹壳，里
面盛满了金黄的蟹黄蟹膏，一口咬下，满满都是蟹肉
的鲜美。
如果吃腻了清蒸螃蟹，不妨来一盘色香味俱全的
香辣蟹吧！

羊楼洞古镇
卓尔·羊楼洞古镇为卓尔新建
仿古小镇项目，该项目以羊楼洞茶
文化历史为背景，规划面积 12120
亩，规划修复建设羊楼洞古镇、羊
楼洞新镇，倾力再现“万商云集”盛
景。其中，
青砖茶博物馆是集茶文化
展示、
学习教育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服
务机构，主要功能是展示青砖茶种
类、饮用方法和相关文物收藏等。
地址：
赤壁市羊楼洞镇

鸡汤小镇依托驰名湖北的贺胜
鸡 汤 品 牌 ，引 入 五 湖 四 海 各 类 名
“鸡”菜肴，吸引了贺胜鸡汤、毛嘴卤
鸡、广东煲仔饭等 23 家知名品牌纷
纷入驻，成为全国首个鸡肉主题美
食乐园。
地址：咸安区贺胜桥东站广场
西侧

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

柃蜜小镇

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是
全球首家茶文化俄罗斯风情主题公
园，总投资 5.4 亿元，规划面积 4600
亩。小镇依托赤壁万亩茶园景区，
建设俄罗斯风情商业街、喀秋莎会
客厅、卓尔青少年足球基地、卓尔宇
航体验园、四季茶溪花海、水上休闲
游乐场、茶文化餐厅等特色体验项
目。
地点：赤壁市羊楼洞茶场砂子
岭分场

柃蜜小镇位于鄂东之南，幕埠
山下，走进这座小镇，每一寸土地，
每一方空气中仿佛饱含着来自自
然的味道。小镇处处青山环绕，时
时清水长流，座座木屋耸立。在这
里，可以放下所有尘世间的烦恼和
困惑，看那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行走在柃蜜小镇中，就如行走在美
丽的梦境里。
地址：崇阳县柃蜜小镇旅游度
假区

塘湖红色小镇

出行贴士
自驾游注意事项

果匠小镇
走进果匠小镇，满目苍翠，果
园依山就势，道路四通八达，木屋
简朴精致，既保留了自然的风貌，
又体现了人工的细腻。小镇分为
景观花卉苗木观赏区、名优水果采
摘生活体验区、农业科技推广区、
七彩童话主题体验区、综合农业服
务区。
地址：通山县大路乡新桥冯村
果匠小镇

塘湖镇厚植红色资源优势，在
红色小镇建设上持续发力，大力弘
扬、传承红色基因、红色文化，将一
个个红色景点建设成为通城县乃至
全市、全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
史教育基地和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基
地。
地址：
通城县塘湖镇

鸳鸯湖秋枫

层林尽染在栖霞

○管弦

○王晓

鸳鸯湖的秋枫，竟能够代表爱情，这
是我在贵州小七孔看到的奇妙景象。
靠近鸳鸯湖，奇巧与秀美便映入眼
帘。从岸上望去，只觉碧波清透，好似一
面明镜，玲珑得一览无余；泛舟其上，才惊
觉个中水道竟是蜿蜒缠绕，像一座小小迷
宫。
一般被称为鸳鸯湖的，通常是因为湖
内栖息着出双入对、象征着爱情的鸟类鸳
鸯。然而，这鸳鸯湖却与众不同，它荡漾
着爱情，却不是因为鸳鸯，而是因为湖内
三三两两、成双而立的秋枫。秋枫，才是
鸳鸯湖上动人的风景。
秋枫，是枫的一种。以枫喻人，自古
有之。枫的翩翩风采里，藏着盈盈暗香，
更是扬起了鲜活而生动的气息。姿态万
千的秋枫，从水间、小石中、小山坡里长出
树干枝桠。根，在湖水深处蔓蔓相连；枝
叶，在阳光与风雨中柔柔相握。真是像极
了一对相爱的妙人儿，闲散飘摇，把彼此
的爱款款传扬。
有了秋枫，鸳鸯湖的爱情便持久而专
一。只要没有遭遇强烈的地壳运动或各
种灾难，两棵相亲相爱的秋枫便会长久地
在一起，真正爱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
实际上，秋枫的爱情也比鸳鸯的更源远流
长。鸳鸯最早是形容兄弟之间的感情的，
大约到了唐代，
“鸳鸯”才成为男女爱情的
比喻，唐代诗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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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句：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
仙。”可见，鸳鸯的爱情，来得稍微有点晚；
秋枫，
是自从长成，就有了爱情的意义。
枫树上的瘤瘿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
增长，又让秋枫平添几分灵异。大戟是性
味辛、苦、寒的有毒药草，会戟人咽喉、泻
肺、损真气、致人吐血，体质弱者中毒更
快，更容易有致命危险。秋枫中毒与大戟
中毒症状相似，过敏体质者抚摸秋枫还会
皮肤过敏，秋枫树上生出的菌也有毒。
这毒性，也像极了爱情的某些特点。
有时，爱上一个人，仿佛染上一种病，那样
的朝思暮想、寝食不安，不是和心神失调、
脾胃不和的症状很相似吗？好在，爱情之
毒，是有消解办法的。秋枫之毒也有解决
方法，
古人曾用地浆来救治秋枫中毒，
地浆
是地里的土熬制而成的浆液。现代医学中
救治的方法比较多，
止血、
导泻等，
都行。
除去瘤瘿是完全不能食用和接触的之
外，秋枫的根、树皮、枝叶都可以经过专业
炮制后加以运用，
“凡采得以浆水煮软，去
骨，晒干用”，将它们煮汁、煎汤，可以治疗
水肿等。秋枫，
伴着爱情，
令人神清气爽。
(本报综合）

行者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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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风景是讲机缘的。江对面的南
京栖霞镇，相距仅三四十公里，却一直没
有游览的机会。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吧。秋天是个喜欢虚张的演员，退场戏也
演得高大上，
以壮阔的气势轰轰烈烈远行，
相对而言，冬天来得悄无声息。这个时节
最适合去栖霞，看秋冬交替，看层林尽染，
看时光漫漶，
寻觅自然之美，
生活之趣。
来栖霞，首要的当然是赏红枫。红枫
之美，美在纯粹、鲜艳、热烈。从栖霞禅寺
山门进去，有蜿蜒的林中小道，也有宽阔
的水泥路。从霜红苑、桃花湖、天开岩、红
叶谷一路走，就可近距离观赏各种枫叶。
虽然枫叶最红的时候尚未到来，但已渐入
佳境，同一棵树上，红、黄、橙、绿、褐并存，
五彩斑斓，悦目赏心。
来 栖 霞 ，赏 的 不 仅 是 红 枫 ，秋 色 无
边。高大的枫香树，叶子似三角，树高叶
多，迎着天光，片片金黄透亮，人在树下
走，如入金色王国。听说枫香树叶落霜后
会变红，到那时候，该有“霜叶红于二月
花”的情景了。山核桃、鸡爪槭、黄连木都
处在变色过程中，黄黄绿绿，绚丽得很。
秋的明快、利落、爽气，都叫人喜欢得紧。
无数的叶子落在地上，景区的原则是不扫
落叶，形成自然的地毯，踩在上面，真切感
受到秋远冬近。季节的更替在长江中下
游地区从来都是渐进的，不突兀，不激进，
走则慢慢走，来则悄悄来，颇似这地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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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性 格 ，饥 则 食 ，困 则 眠 ，不 刻 意 ，不 勉
强。栖霞山上层林尽染，说的也是这样的
规律。
行走在山林里，盆口粗的大树随处可
见，高耸入云，低矮的灌木也比比皆是，针
叶林、阔叶林都有，缠树的藤蔓也较着劲，
植物品种极多。这里就是色彩的天下，以
绿为底，黄、红、橙、棕……色彩纷呈，好似
燃烧的山火，胜了春光几分。林子里还有
塘、汪、湖，树影水中，
如梦如幻。
山深林茂，泉清石峻，空气清凉、新
鲜。爬山出汗，凉风一沁，有提神作用，使
人忘记疲劳和困乏。栖霞山的自然景观
饶有情趣，靠近天开岩的地方，有淡青色
岩石，如波浪翻滚，让人情不自禁在此处
留影，
置身
“浪花”
的机会不多，
令人向往。
往更高处攀登，
制高点是始皇临江处，
登高望远，
纵目长江，
气势宏大，
到了这里，
才知道什么叫心旷神怡。栖霞山的历史悠
久，除此处外，还有至少三处值得一看，山
脚栖霞古寺、寺前隋朝的舍利古塔和千佛
岩洞。栖霞寺自南朝以来就是佛教圣地，
是南京最大的寺院。舍利塔浮雕生动，装
饰精美，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据说，千佛岩里的三圣像佛龛上曾
出现佛光，
后人膜拜也是缘于此因。
匆匆一瞥，浮光掠影，凌云栈道、一线
天、百草园等景点没有细看。若有机会，
定再来栖霞。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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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自驾游就是图个自由方便，自驾游现
在是很时尚的休闲方式.但在休闲之时，还是要注意安
全等问题。自驾游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检查车况。无论是短途还是长途，最好先检查一
下车有无漏水、漏油现象，机件、灯具、蓄电池、轮胎气
压都要正常。出车前加足燃油、机油和冷却水。启动
汽车后，仪表、充电显示正常，试运行时发动机及底盘
无异响，刹车、喇叭、转弯指示灯、刹车灯、照明灯、雨
刮器等正常工作。
备上工具箱。带上千斤顶和备胎，工具箱内最好
配备一套螺丝刀、电工刀、电工胶布、扳手、电筒、应急
标志、雪糕桶、临时补胎的工具、充气泵。当然，短途
的自驾游可以少带一些东西，但是一定要带上汽车厂
家配备的备胎和安全警示牌。
备好食物。尤其是出远门的时候，最好多备上两
至三天的时候食物，例如方便面。巧克力等高热量的
食物也可以多备一些。一定要带上纯净水，车有时候
也需要水，而且不能用杂的水，
要用纯净水。
准备好证件。特别是身份证、行车证和驾驶证，
没身份证的话住不了酒店，没行车证和驾驶证就开不
了车。
准备急救箱。放一些常备的药物，如感冒药、发
烧药，止血贴、绷带等急救用品记得要带，酒精也带
上。
备 好 自 己 的 装 备 。 如 冲 锋 衣 裤、抓 绒 衣、羽 绒
服、其他个人衣物、帽子、头巾和太阳镜、背包或拉杆
箱、腰包、个人卫生用品、个人设备（水杯、电筒、移动
设备、充电宝、手表、相机、对讲机、指南针、刀）。手
机装好离线地图，去到山区一些地方手机是没有信
号的，通不了话，对讲机能解决通话困难问题，而且
手机的离线地图可以查询到自己现在去到哪里，以
免迷路。
自驾游首先就是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好路不
要超速，差路更要慢行。尤其是没有跑过山路的新
手，在视线不好的拐弯处，千万不要越过中线行驶。
很多大事故都是山路越线行驶，看不到对面来车发生
的。
路上就餐到干净的餐馆，外出身体若不适不但玩
不好，而且破坏玩的心情。如果找不到干净的餐馆时
就吃些袋装密封的方便食物。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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