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历史之门，洗去尘埃
青砖黛瓦，红柱前檐，硬山挑脊……长

夏畈古民居的尽头，似乎飘散着淡淡的烟
火，行人悠闲走过，把恍惚的记忆，遗落在
时光里。

8月24日，小雨连连。记者来到长夏
畈古街，满眼尽是古色古香的楼阁、精致典
雅的门窗……在这里，依稀能看见那段历
史的模样。

站在古街入口，一边是崭新的美丽新
农村，一边是古色古香的明清老街，让人感
觉恍若隔世。因年代久远，街面的青石板
有些已松动，踩上去“咯咯”作响。两边的

老字号店铺和古宅，随着街道绵亘，望不到
尽头。

在明清时期，长夏畈古街作为湘鄂赣
边贸中心集市，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商，进
而带动了它的繁荣。

这条古街，见证着600年以来石门村
的历史，也承载着人们的历史记忆。

72岁的老人夏继明自上世纪50年代
起就居住于此，见证着古民居的变迁。“那
时，古街都是用青石板铺的，是整个乡镇最
热闹的地方。驴车马车拉货，来来往往，把
不少地方都颠簸出了坑。”夏继明说。

1940年，日本人放了一把火，烧掉了
这里一半的古民居。步入现代后，随着交
通方式的改变，古街辉煌不再，加上新农村
建设以及人口外流，古街才渐渐萧条。

“古民居太偏僻了，路面到处都是坑坑
洼洼，很多老房子也都塌了，基础设施比较
落后。”石门村村支书夏新华说。

但也因为此，古民居在城乡巨变的过程
中保存至今。如今，像长夏畈古民居这样相
对完整的古代商业街道在咸宁已不多见。

2007年，省第三次民间文物普查，揭
开了她神秘的面纱。2017年，一场以古民

居为中心的提升和修缮工作正式开展起
来，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保留历史记忆。

“政府投入了300万元保护修缮，按照
修旧如旧、保留历史文化底蕴的原则进行，
保留了古民居的历史遗存和原物，将破败
倾圮的店铺、残破的屋瓦增补构建。”夏新
华说。

漫步在古民居里，永和园、长春堂、祖
祠等古建筑群静谧矗立，门口的墙嵌式石
马栓、石柱、石门联、石狮子、石柜台让凝固
的历史得到展现，房子里的木对联、古商铺
招牌、人物画、山水画、屋檐画栩栩如生。

石门因石得名，一代代石

门人在这里辛勤耕耘，刻录着

石门人的历史记忆。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

建设深入推进，石门村旧貌

换新颜，年接待游客10万余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

200万元。

8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朱亚平

电话：0715－8128771全域旅游2021年9月3日 星期五

E-mail:18505449@qq.com

吃在咸宁

麻辣香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前几日，和友人们相聚有口福餐厅吃饭，一道
麻辣香锅，食材丰富，酸辣开胃，让大家食欲大开，
不得不说，这道菜很多咸宁人都喜爱。

麻辣香锅口味多种多样，多种食材可任意搭
配，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胃口喜好，烹饪时间短，几
分钟即可出锅食用，是很多年轻人偏爱的一种美食。

大学时代，麻辣香锅也是食堂的一道熟悉菜
式。吃了四年的麻辣香锅，辣椒的基因已经深刻嵌
在骨子里，火辣辣的感觉沿着舌尖猛烈侵袭全身，
刺痛着人全身的神经，瞬间浑身冒汗，通体舒畅。
多年后，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生活，依旧记忆深刻。

那是个寒冷的冬夜，我和同学在教室做完小
组任务已经到夜里九点多了，路上的车辆极少，我
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学校走。快走到校门口时，
我被一个小饭馆吸引住了，店主正在炒麻辣香锅，
那香中带辣的味道让我们饥肠辘辘。我和同学索
性坐了下来，挑了各种蔬菜肉类，不一会儿热气腾
腾的麻辣香锅就端了上来。我们俩头抵着头，吃
着香喷喷、热乎乎的麻辣香锅，开心极了，不一会
儿就吃了个精光，连锅底的汤汁都分享完毕。

麻辣香锅的材料非常广泛，基本适合炒制的
都可以用来做麻辣香锅，但是基本需要事先处理
一下，就是用水焯熟，可以把麻辣香锅的材料分成
以下几大类，在家做，我一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准备适量五香油、郫县豆瓣、火锅调料、干辣
椒、姜葱蒜、料酒、糖、盐、鸡精、白芝麻和香菜。选
用些平菇去根洗净撕成小块；蘑菇去根洗净切成
小块；青笋去皮洗净切成粗条；藕去皮洗净切成薄
片；木耳用水泡发，去蒂洗净；五花肉去皮切成薄
片；芹菜去根去老叶切成段；花菜摘成小朵洗净。

把除五花肉的其他材料依次放入沸水中焯
熟，注意火候，口感清脆的材料比如青笋稍微煮就
行，不要煮软了。用水焯熟或者用油炸熟，这样便
于快速翻炒。处理好的材料要沥干水分。放入郫
县豆瓣炒香和火锅调料，炒出红油和香味。加入
姜片、大蒜炒香。

依次放入材料，耐火候的食材先放（比如蘑
菇、花菜），不耐火候的后放（比如青笋），手脚麻利
地翻炒均匀，加入调料炒匀，用大碗盛出洒上芝麻
和香菜即可。

天气炎热时，吃一份麻辣香锅，冒一身汗，会
让很多吃货寻找到最惬意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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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

天气炎热时，作为咸宁人，周末呆在九
宫山上是最好的选择；作为一名旅行者，九
宫山更是一个不会让你失望的地方。

一个背包，一部相机，周末，我与好友上
了九宫山，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心灵旅行。

多次上九宫山，其实在我心里，是讲不
清楚到底爱九宫山的什么。溪涧、树木、石
头、野花、云霞，虽然别的地方也有这些景
色，但九宫山上的这些是不同的，就像世界
上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在咸
宁人的心里，九宫山亦有其独特的地位。

进入九宫山，九曲十八弯，山山相连，峰峰
相叠。车子一路向上，气温一路向下。车驰至
山腰，旷野无边，云海茫茫，峰顶清秀，飞瀑
直下。沿盘山公路顺道而上，一路直奔山顶。

九宫山风景精粹之地是云中湖，湖面百
多亩，碧绿的湖水与湖中央的宝塔，清静幽
雅，水光潋滟。云雾聚集湖面时，云中湖随
风飘渺、山峰倒映、微波荡漾；夕阳斜照时，
云中湖霞光、水光、云影、山影、亭台楼阁汇
集倒映，五光十色，绚丽多彩，形成著名“云
湖夕照”的自然奇景。

与好友漫步在碧波荡漾的云中湖畔，望

着波光粼粼的湖面，一身的烦乱与压力随之
而去。

海拔1500米的铜鼓包上，到处是行走
的人群，凭栏远眺，极目望至，悠悠白云笼罩
在重峦叠嶂的山峰中，形态各异的白云就像
一群天真浪漫的小孩，在远方嬉戏，追逐。

夜晚和清晨，铜鼓包都是最热闹的地方。
与好友脚踏星辰上山，眼望着山腰处一

丝丝云彩慢慢探出了头，远处山峦层层迭
起，交相辉映，大自然的奇妙与鬼斧在不经
意间折服众人。

没过一会儿，黎明的曙色中慢慢的露出

了旭日小小的一角，辉映着朝霞，赛似刚从
高炉里倾泻出来的钢水，光芒四射，令人不
敢张开眼睛，一会儿太阳离开地面线了，红
彤彤的，仿佛是一块光彩夺目的玛瑙盘，缓
缓地向上移动。

观完日出，我们心满意足回酒店。听周
围的游客在谈论石龙峡，可以坐缆车以及欣
赏石龙沟景区，我们略一考虑，为不枉此行，
好友拉我去了石龙峡风景区。走在路上，两
岸是青山竹林，中间含着小桥流水，偶尔出
现一两个凉亭，正在候着过往的行人。

峡谷溪道，河水清澈见底，好友脱了鞋，
在水中与三五个小孩子玩耍了起来，一时
间，喧闹声，喊叫声、笑闹声此起彼伏，撩水，
击水、水花四溅。河面上的欢歌笑语在河两
岸远远地荡开。

走马观花中，时间飞逝，置身于这云环
雾绕的九宫山中，仿佛一天一年。

游九宫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长夏畈古民居神秘静谧，楚王山烈士园庄严肃穆，七彩农业采摘园愉悦欢乐——

石门村的“三重门”
文/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査生辉 王恬 夏正锋 特约记者 徐大发 通讯员 熊敏 刘莎莎

走过红色之门，洗礼精神
走进村子，经过楚王山。这片山山相

抱，满目苍翠的土地，承载了石门村太多的
记忆。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成为中原霸主，
王好酒，又好狩猎，便将此地辟为楚庄王南
营猎场。《通山县志》载：“相传楚王曾猎于
此”，于是此处得名为楚王山。

路边修建了一座“楚王游猎”的雕塑，
展现楚王游猎随行的气派场景，雕塑高大
壮观，栩栩如生，宛若亲临游猎现场。

楚王山还是座红色的山。“石门村楚王
山是最早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是烈士
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楚王山革命烈士
纪念园讲解员阮星说。

1925年石门党小组在楚王山建立，成
为全县最早的九个党小组之一。

1927年至1929年，石门人夏昌平、夏
家寿、王翠红、夏洪海等先后投身革命。夏
昌平任通山县总工会副委员长、委员长，夏
家寿任执委，夏洪海任石门特支书记，他们
成为了革命的中坚。

1930年8月，咸、蒲、崇、通中心县委和
四县苏维埃政府建于此，发展红军队伍近
千人，并在当地开展了第一次打土豪分田
地，多次出击国民党部队以及地方团防，声
势威震湘鄂赣。

革命战争的硝烟散去，在这里留下了
红军医院、红军营房、红军会场、牛崖战场、

红军洞、挂马山、枪械修理所和黑窝碉堡等
多处遗址。

2018年，通山县政府投入120万元修
建了楚王山革命烈士纪念园。园内的红色
文化广场上，矗立着烈风长存雕塑，墓园中
安详静卧着15位革命烈士。

走进楚王山革命烈士纪念园，在苍翠
的松柏掩映下，革命烈士墓碑默默矗立，向
人们述说70年前，通山革命前辈的峥嵘岁
月。

纪念碑背面，记载了革命烈士的英勇
事迹，烈士英名目录下，夏洪海、夏发泉、张
翠红等93名烈士永远留在了这里，受后人
敬仰。

自今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先后
有200多批、3000余党员干部，在这里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同时这里也是通山县中
小学师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阮星说，每年清明节，都有从湖南、武
汉、江西来的游客，前往烈士纪念园，瞻仰
红色遗迹，聆听革命故事。

“他们对红色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感
情，听说这里有一个烈士纪念碑就一起来
感受历史文化，领悟革命精神。”夏新华
说，随着时代发展和观念变化，越来越多
的人在节假日选择楚王山作为旅游目的
地，通过红色旅游感悟人生、净化心灵、铭
记历史。

踏进田园之门，洗涤身心
现在的石门村，离通山县城很近，沿着

带护栏的沥青公路行驶，仅15分钟车程就
抵达村委会大门口。

市委办驻石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村第一书记易齐全介绍，修路之前，从
石门村到通往县城的大道，有8座山头阻
隔，村民出行，需绕行50分钟车程才能抵
达县城，十分不便。

2017年，石门村村民众志成城，与修
路工人一道，硬是从8座山头的脚下，凿出
一条路，将蜿蜒起伏的柏油路从S209省道
边拉到村门口，让石门山门洞开。

沿着新修的旅游公路向村湾深处前

行，太空莲、葡萄、火龙果、香榧、野菜种植
基地，一片连着一片；山谷里，黑山猪养殖
基地、生态鸡养殖基地，一个接着一个。这
便是该村布局的七彩产业园。

2018年以来，石门村先后举办了咸宁
首届乡村旅游节、首届抖音短视频大赛和
中国农民丰收节湖北主会场等活动，让石
门成为乡村旅游“打卡点”。

2019年，石门村创新村级发展方式，
率先成立全市首家村级投资公司。通过招
商引资，浙江商人张长大流转300亩土地
建成七里香四季采摘园，其中100亩葡萄，
200亩猕猴桃、桑葚、柚子等。本地退休老

教师夏成林流转100亩土地成立通山县林
科种养殖合作社，种植太空莲，开展莲子加
工。创新实施股权扶贫机制，与通山县城
投公司、武汉植物园合作，建设100亩荷花
繁育基地。

石门村七里香四季观光采摘园内，一
行行整齐的葡萄树枝繁叶茂，翠绿的葡
萄叶下，隐藏着一串串犹如绿宝石般的
葡萄，让人喜爱，吸引一批批游客前来采
摘。

“我们这里是基地+村委会+农户的经
营模式，在这里务工，每年能帮他们创收万
把多块。”果园负责人夏学文说。

游客多了，石门村一部分年轻人不再
去城里打工，选择在村里办起了农家乐。

惠丰园农家乐老板刘元珍说，石门村
发展变化特别大，路通了，环境也变好了，
游客越来越多，于是几个闺蜜一商量就开
了农家乐，生意也慢慢好起来了。客人都
是来自武汉、咸宁等地，专门来体验乡村
游，吃农家土菜的。

易齐全介绍，石门村年接待游客10万
余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200万元。

如今，石门村正谱写一曲曲文旅融合
的动人乐章，一幅乡村振兴的蓝图正徐徐
展开。

豉蒸游龙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鱼一直都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食,有着丰
富的营养价值。但身处内陆，淡水鱼还好，海鱼倒
很少能吃到十分鲜活的，冰鲜的鱼便也成了餐桌
上的常见美食。

国人常认为：鱼要现杀现做的才够新鲜。冰
鲜的鱼，总觉得吃起来不够新鲜，口感不如活鱼
好。可最近在有口福餐厅吃的一道豉蒸游龙斑，
让人觉得，冰鲜鱼也能做得十分美味。

据老板娘介绍，游龙斑其实指的就是龙斑鱼，
龙斑鱼原产自澳大利亚，被称为“泰国国鱼”，其肉
质清淡，少骨，味道也是十分鲜美的，因此一直受
到人们的青睐。

清蒸的方法，可以最大限度保存游龙斑的营
养，也是最常见的做法。蒸好的游龙斑十分漂亮，
点缀着些许葱丝和豆豉，并没有多余的颜色和调
料，香喷喷的鲜美之气漫延迂回，萦绕鼻端，令人
垂涎欲滴。

迫不及待地吃上一口，口感清淡，鱼肉鲜美，
并不觉得这是冰鲜过的鱼。又因为是海鱼，并没
有多少刺，让人可以大快朵颐且不用担心会被鱼
刺卡住。

鱼肉的汤汁配上一碗白米饭，正如诗中所云，
鱼香肥泼火，饭细滑流匙，莫不如此也。

“冰鲜鱼的营养保留和新鲜度主要取决于冷
冻的处理方式。”老板娘笑着说，像很多海鱼都是
用液态氨对捕捞上来的鱼急速冷冻，使得需要保鲜
的鱼类能够在十几分钟之内达到零下十几度的低
温，这样鱼类的营养并没有什么损失，并且保留了
新鲜度和品质，因此在口感上也与活鱼差异不大。

游龙斑的做法也十分简单，把冰鲜游龙斑解
冻后，在鱼身两面剞一字花刀，用盐、料酒、豆豉和
姜葱汁腌入味，浇上用盐、胡椒粉、鸡精、白糖、生抽、
美极鲜、蒜香粉、腐乳酱、磨豉酱、豆鼓茸和蚝油炒
匀的酱汁，入笼蒸10分钟，取出来撒些葱花即成。

听着老板娘轻声细语的介绍，鲜美的鱼肉已
经配上一碗白米饭下了肚。

因游龙斑所含的营养价值也是相当的高，其
鱼卵还可萃取制成胶原蛋白，而且有着美容养颜
的效果，让人不禁对其更添一份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