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荠菜煮鸡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民谚曰：“三月三，荠菜当灵丹。”“三月三，荠菜煮鸡
蛋。”春天正是采食荠菜的季节，春食荠菜也是我国民间
由来已久的传统习俗。记得每年清明，上山祭祖之后，
母亲便会同叔嫂姑母等人一起，在田间地头，挖掘最新
鲜的荠菜，捎带回家做成美味。

荠菜的食用方法很多，可拌、可炒、可烩，还可用来
做馅或做汤，均色泽诱人、味道鲜美，是一道药食同源的
美味佳蔬。在家中，除了剁碎做成饺子馅，用荠菜来煮
鸡蛋，便是最常见的一种吃法，也是每年农历三月三母
亲必做的一道美食。

说起荠菜，《诗经》就有“其甘如荠”的吟咏；辛弃疾
也有“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的诗句。清朝
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曰：“三三令节重厨房，口味新调
又一桩。地米菜和鸡蛋煮，十分耐饱十分香。”词中的地
米菜即指荠菜，说的便是荠菜煮鸡蛋这道美味。

荠菜煮鸡蛋的做法很简单，在野外随便拔几棵开花
或者还未开花的荠菜，把根剪掉，冲洗干净，折成几段后
捆成一小捆放进锅里。放些水，加进要煮的鸡蛋，十多
分钟后，估计鸡蛋熟了，用筷子把蛋壳敲破，加入红枣，
再接着煮一会，让荠菜和红枣的清香煮进鸡蛋里。出
锅，剥掉蛋壳就可以享受美味的鸡蛋。

其实小时候每次吃这道菜，总也吃不惯，总觉得荠菜
特殊的香气格外冲鼻，就像讨厌葱、姜、香菜等一切带有特
殊气味的食物一样。慢慢长大，不知是因为这是家乡的味
道亦或者童年的回忆滤镜加成，竟也慢慢爱上了荠菜。

听闻每到三月三这天，荠菜便长茎开花，妇女都会采
摘来插在发际。因荠菜的谐音是“聚财”，故此，老百姓又
根据民间传说，于三月初三这一天，在祭祖的时候，借助祖
先的神灵和财气，将新鲜荠菜和鸡蛋一起煮上一大锅，全
家都吃上一碗，食之既可交运发财，一整年都顺顺当当。

因荠菜又别名地菜、护生草、鸡心菜，其根、花、籽均
能入药。久而久之，荠菜煮鸡蛋还成一种民间特有的食
疗习俗，据说对头痛头晕症有良好的食疗功效，既是美
味食品，又可以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还可以去风湿、清
火，腰腿不痛，预防春瘟。

不论是美好传说还是防病良方，怀着对一整年的美
好期待和祝愿，在暮春时节，吃上一碗清香扑鼻的荠菜
煮鸡蛋，也别有一番风味！

吃在咸宁

溏心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要说哪样食物是早餐的常客，恐怕就要数鸡蛋了
吧。鸡蛋作为很多食物的最佳伙伴，也自始至终占据着
餐桌的“C位”。做鸡蛋饼、鸡蛋汤、炒鸡蛋、溏心蛋、茶叶
蛋，都很好吃。鸡蛋不仅是优质蛋白质的良好来源，而
且美味可口！最得我欢心的就是溏心蛋了。

我之前一般吃白水煮鸡蛋，但总觉得蛋白吃起来像
喝清水，一点味道都没有。后来发现鸡蛋也有很多种做
法，例如溏心蛋，就是蛋黄还可以流动的白煮蛋，吃起来
也别有一番风味。

溏心蛋可以灵活搭配各种食材，配牛奶、吐司面包、
稀饭、馒头、油条，各种各样的都可以，看起来也是食欲
满满。

对于“溏心蛋”的印象，最早来自于电视剧，一碗热
腾腾的拉面，配着一个切开的溏心蛋。蛋白嫩嫩的，蛋
黄未全熟，有焦糖色的即视感，稠稠的、非固态的、柔软
的、晶莹剔透的，看着有食欲，放到嘴里有奶油口感，有
浅浅的咸味，一咬就动心。

记得小时候，外婆煮鸡蛋，会把鸡蛋磕开，绕勺心两
圈儿，第一圈让蛋清布满勺边，由上向勺底汇集，第二圈
画龙点睛，让蛋黄点在勺心。奶奶说，这样子煎的蛋，才
能像月亮掉在水里，蛋清蛋黄分明，勾人胃口。想来，这
不就是溏心蛋的雏形么！

煮溏心蛋有技巧，鸡蛋从冰箱拿出来放至室温，洗
干净待用，锅内水开始冒密集气泡时放入鸡蛋，不是烧
滚水再放，而是看到从锅底开始不断上升气泡的时候
放。将鸡蛋下水煮七分钟。

从锅底上升密集气泡，到水滚中间大概是40秒到一
分钟。鸡蛋煮好放入冷水里，怕温度不够低，可以放瓶
冰镇饮料降温，冷却后剥壳切开，这样鸡蛋比较容易定
型，不会轻易破掉。溏心蛋就这样做好啦！

我对流着黄的溏心蛋特别偏好，蛋白嫩嫩的，蛋黄
外面熟了，中间流心。想想就很美味。

基于健康的考虑，爱吃溏心蛋的人一定要注意，在
食材的选取上，尽量选择无菌蛋，也就是达到可生食标
准的鸡蛋，这样的鸡蛋不含致病菌，是做溏心蛋的上上
之选。

行者无疆

游桃园洞游桃园洞
○朱丽平

通山县洪港镇有个留咀村，村后有个
石洞，曾用所属地取名，留咀洞、潘家洞。
1984年冬，原省委书记关广富视察该村，
被当时山上的古朴之风打动，以为酷似陶
公笔下的桃花源。后遂花大力气扩建桃
园，意欲以景招揽游人，带活村庄。更洞
名为“桃园洞”。

这桃园洞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在
去年的冬雨里行色匆匆。菜园小径羊肠
狭窄，湿滑，手脚并用着趔趄上，扶草下。
那天雨大，光顾与并肩人挤伞下方寸之
地，注意力全在飕飕冷雨里躲闪。对途中
事物的感知，终究像雾里看花，昏蒙不清。

但桃园洞竟在心里住下来似的，很长
一段时间老在想它。

牛年早春我又特意去了一次桃园
洞。我们的车在山前打转，找寻不到曾经
下山的村与路。此刻与晋时渔人携太守
再访桃花源洞的情形何其相似。

所幸，公路旁有二三位鹤发林农在砍
竹。一老农耐心比划走向，一老农主动

“请缨”，意欲引路。原以为质朴、厚道很
难遇见了，谁曾想人之初性在这山旮旯里

轻易拾得。
依旧由原先的线路上下。空气里弥

漫着大地苏醒的芬芳。至山顶后往山窝
探望，农舍清一色土墙瓦顶，背靠青山，面
朝洼地，户门皆紧闭，不闻犬吠鸡鸣。山
径下有一屋，瓦顶陷开大口，木方瓦条历
历裸露。残壁呲牙咧齿，仍在努力保持原
有的站姿，土基明显斑驳脱落，预示壁垒
离坍塌期不远了。屋内旧家什、破洗衣
机、瓦罐、酒甁等蒙了厚尘，歪的歪，倒的
倒，均在演示这家人有过的油盐柴米。又
一屋，门锁用红塑料纸层层包裹。人连屋
都不要了，竟惜一把铁锁，有些费解，有些
想笑。终是释怀，这里，还会有人时不时
过来松开禁锢的。

野花野草覆满田垄，踏上阡陌，绵软如
毡。曾经红遍整个山窝的桃园，仅剩一棵矮
桃，形销骨瘦，从光秃秃的枝条伸展的张力
看，它还有生命力。身临溪涧，花迟迟不发，
这是在等谁来抚慰呢？那年挥锄深耕，把梦
想种下的老人如若健在不知作何感想？

涧水里，一对蟾蜍伸腰缩腿，含情相
向，踌躇几下水里一片子响。芭茅丛中几
只山雀扑腾，更多的隐身高树，我高喊一
声，就箭一样飞离，叽喳不停的肯后是喜
是怨无从知晓。鸟鸣山更幽。

觅到山根处，一堵厚重的石壁屏障一
样横在头顶。仰视上方，除了黑石便是灌

木，藤蔓。灌木寻隙而生，色黑，零乱。老
藤粗壮，垂帘而下，如女子的刘海扶风。
一条碗口粗的古藤从石罅盘出，弯一弯，
扭一扭，十来米的下端已深扎在泥土里，
据说是百年之物了。鸡笼大的两座土地
庙镇在洞口，毫无香火迹象，森气频频呼
出。栎树单人或双人合抱，根柢龙爪般遒
劲，狠狠抓在土石间。树身被青藤攀附，树
干参天耸立，欲与洞门试比高。洞口处的
土、石遍生绿苔，浅淡苔色，恍同青漆轻涂，
以手触摸，色、尘俱不染指，不禁称奇。

这石洞绝不是人工开凿，又极像是人
工雕琢。石壁上的纹理诡变无常。如板
材层层堆叠，如浪尖汹涌而来，如平湖涟
漪漾起，如蛛织丝锻，如菩萨的白玉莲台，
如老家厨房熏黑的灰墙。一步一变，多看
多新，总在猜想用什么来比拟。正暗自嗟
叹神来之笔之精巧，同行人指着一处石柱
说像观音，我左看右看竟没理出个轮廓。
各花入各眼吧。如果迢迢来只为看些象
形之处，不如趴在自家院内看墙皮，也可
得惟妙惟肖的玩意儿。洞顶的山浸水滴
嗒不止，石壁窝里有金属坠落的脆响，有
梵乐朗润之音，有秒针转动的悠然自得。
于是想，石洞不是洞，是镇村之宝塔。它
呵护了安宁，守住了幽静，何独镇不住被
厌弃的宿命呢？

“石泉流暗壁”。流泉沿村舍经石洞，

潺潺而鸣。泉中色石纹路可辨，水头一波
撞一波，往山下推，逐，你追我赶的同时，赶
走了岁月，也赶走了人迹。如果说水路是
石壁划开的伤口，那么这不绝于耳的泉声
该是被弃的村庄那无休歇的叹息与呻吟。

经年累月，水路凹下去，人路凸起来
了。据悉洞内本没有路的，原先村人出
入，搭几根圆木，经洞就扶木“飞檐走
壁”。洞顶漏隙，雨水趁虚而入，岩壁满是
青苔，稍有不慎便人仰马翻。民苦官则
忧。上世纪90年代政府切开一条石路。
村人树碑铭恩，赐路名“党恩路”。

在路上行走，看断岩排山倒海作倾覆
状，便三步并作两步的想跑。路是记着了
恩，原洞未必感恩，日后不知桃园洞人是
否记得以自己名义立下的功德碑，以及碑
上所承载的情谊。

有人感叹，古桃花源般的境界今儿算
是领受了。我以为，如若只记住这里的清
静是浅薄的。那年头的潮流激荡，曾经的
风雨同舟，那一灯如豆下的思索，那每一
天被晨鸟诱惑的醒来……应被读懂，被真
诚的感动。桃园村的现状，虽然能走的都
走了，但不能走的永远都在，值得庆幸。

报春花在洞外的石径旁铺了一地粉
紫。山外桃花早已占满枝头。这里不再
是今人向往的世外桃源了。

可以自豪，永远都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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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间成就高品质人居典范

咸宁高新区横沟桥镇印象林花生态谷景区游人如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绿色是咸宁的魅
力名片，生态是咸宁的
金字招牌。52.5%的森
林覆盖率成就了咸宁
的“天然氧吧”美誉，咸
宁不仅山青水秀、泉温
洞奇、茶香竹翠，还适
合养生、养情、养性、养
胃、养身、养肺、养形、
养德、养心。

温泉养生
咸宁地热资源丰富，各县市区均有分布。水质类型

以硫酸钙、重碳酸钙和重碳酸钠型为主，水质清澈、无
色、无沉淀物，感官好，含有丰富的硫、氡、锶、氟等微量
元素，极具医疗保健价值。

据记载，“咸宁温泉早在唐代就已著称，宋时。‘温泉
沸波’已入‘淦川八景’，相传宋仁宗赵祯南游时曾到此
洗过温泉澡”。2011年，咸宁被命名为“中国温泉之
城”，现有森林温泉田园温泉、野奢温泉等各种度假区，
每到冬季，备受游客青睐。沐浴咸宁，强身健体。

山水养情
咸宁名山众多，风景秀丽。通山九宫山被誉为“九

天仙山”；崇阳大湖山海拔千米，山上翠绿色草甸横亘数
公里；赤壁葛仙山野樱花开，连绵数里，清香满鼻；咸安
通山交界的大幕山，山峦起伏，沟壑流泉。

咸宁水资源丰富，集隽水河、淦河、富水河发源于幕
阜山，蜿蜒逶迤注入长江，沿河两岸风光旖旎，发达水系
派生出众多的湖泊、湿地花草摇曳，白鹭翔集。赤壁陆
水湖以山幽、水清、岛秀闻名遐迩；通山富水湖是国家级
水利风景区和国家湿地公园有“鄂南小漓江”之美誉。

茶道养性
咸宁自古产茶，茶文化根基深厚，上溯晋唐。清代，

晋商“三玉川”“巨盛川”在羊楼洞开设茶厂，压制砖茶。
俄、德、日等外商洋行和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开设茶庄
200余家，“川字号”砖茶成为羊楼洞的专利，通过万里
茶道北上，远销蒙古、俄罗斯、欧洲。

如今，咸宁有茶园51万亩，青砖茶等茶叶加工企业
152家。深藏民间的咸宁茶礼茶俗、茶诗茶歌、茶调茶
戏、茶故事茶传说等不断发掘和演绎，形成了独具魅力
的咸宁特色茶文化。

美食养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楚头吴尾的咸宁将山林、水系

的丰富食材利用到极致，以干烧、炸、蒸、炒等烹制方法
演绎出一道道精妙美食。

咸宁美食之妙，重在食材。《舌尖上的中国》首推嘉
鱼莲藕;桂花树下散养老母鸡熬制的贺胜瓦罐鸡汤;神
奇传说关羽青龙偃月刀幻化的赤壁关刀鱼;天下极品通
城两头乌生猪;幕阜山地标食材崇阳雷竹笋;红薯粉皮
包馅的通山包坨。咸安桂花糕、通城豆腐干、崇阳小麻
花、通山芝麻饼、嘉鱼麻糖、赤壁茶点为代表的数百种美
味小吃，令人馋涎欲滴。

生态养身
生态环境好是咸宁的优势。全市地域面积10033

平方公里。其中:林业用地面积62.55万公顷，森林面积
51.23万公顷，森林覆率52.53%;79.46亿立方米的地表
水资源中，生长有各种鱼类，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咸宁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分为构造中山区、低山丘
陵区、冲积平原区盆地等四个地貌区。有高等植物112
科，354属，1114种，54个变种。两栖类、爬行类、鸟类、
兽类等陆生野生动物32日，81科，460余种。境内有国
家自然保护区九宫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药姑山;市级自然
保护区隐水洞地质遗迹;西凉湖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

富氧养肺
咸宁地处北纬30度线，气候温和、降水充沛、日照

充足、四季分明。自2018年以来，全市环境空气质量长
期位居全省前列，2020年三季度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
气质量排名咸宁第18位，是全省唯一个进入前20的城
市。全年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咸宁既有幕阜山脉这样生态保存完好的大型山区，
也有潜山森林公园这样的城区绿地。素有“武汉后花
园”之称。各类特色温泉和城区潜山国家森林公园、十
六潭公园、人民广场等大片绿地山水相映，洁净清新的
空气让人忘情呼吸。

文化养德
咸宁历史悠久，三国英杰在此鏖战;唐朝大书法家

李邕在此习字;宋朝连中三元的冯京在此读书；一门三
进士“祖孙三尚书”的方琼在此散枝；宋、明、清三代文人
墨客在此挥毫;叶挺独立团在此大捷、巴金、冰心等一大
批文化名人在此留下难忘的记忆。

咸宁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铜鼓为代表的商周青铜文
化，以赤壁之战为代表的三国文化，以向阳湖文化名人
村为代表的名人文化，以大屋雷为代表的赏桂祭月文化
……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着广泛影响。咸宁民间艺术
十分独特，有呜嘟、高筒提琴这样全国独有的民间乐器，
还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剧种提琴戏、脚盆鼓等等
无不散发着醉人的魅力。

祈福养心
咸宁是一个颐养身心的祥和之地，打桂花传递花农

喜采桂花的丰收景象;大屋雷祭月表达老百姓感恩的情
怀，祈丰收的愿景;赛锣赛亮、舞龙舞狮承载风调雨顺、
人兴财旺的寄望;拍打舞碰撞出了汉瑶共存的和谐，崇
阳金城墨沼留有北宋黄庭坚的遗存，潜山古寺仿佛还听
得见冯京的朗朗书声。 （本报综合）

运动养形
优良生态环境，使咸宁全境成为休闲健身好去处。
咸宁依法登记的体育社会组织152个，自发性群众

体育组织277个。全市共有体育场地7854个，总面积
518.29万平方米，人均2.03平方米，实现了乡镇体育场
地全覆盖。多次成功举办咸宁国际温泉马拉松赛、全国
老年门球赛、黄袍山(通城)全国自行车户外公开挑战赛
等大型体育赛事。

咸宁人民广场、淦河步道每天晨昏都有锻炼的身
影，潜山公园、十六潭公园健步，星星竹海骑行，陆水湖
泛舟，太阳溪漂流，黄龙山攀岩，幕阜山探秘等各种健身
活动如火如茶，“ 沃运动健身赶集会”入选“光明网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