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城县大坪乡内冲村位于药姑山下、隽水河边，孕育着
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瑶族。

传承千年的古瑶文化，让这里成为湖北省唯一一个特色
瑶族村寨、中国古瑶文化传承展示基地。

前不久，通城县大坪乡内冲瑶族村，又入选为第三批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瑶”望千年，只为等你！这个神秘的瑶
乡，正在焕发前所未有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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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瑶望千年广场，向左侧望去，只见重
重山峦掩映之下的萌萌屋和栈道格外显
眼。14栋萌萌屋已经基本完工，以其可爱的
造型镶嵌在半山腰，与夏日的翠绿相得益
彰。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首个萌
萌屋民宿，以其独特造型和星级体验，让中
华古瑶第一村成为毗邻地区网红打卡地。”
村支书胡金文说。

除了萌萌屋以外，值得关注的瑶乡药
谷也于今年“五一”假期试营业，这是通城县
内冲瑶族风情园二期的两个主要项目，投资

超过1个亿，刚投入建设就备受游客期待。
“美丽瑶乡建设要打好‘瑶’与‘药’两

张牌。”村支书胡金文介绍。
药姑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是

一个天然药库，山上药草繁多，内冲村因此
有了一个韵味十足的宣传语：瑶望千年，药
韵楚天。

二期工程依托药姑山的万亩草药带，
建设有中草药采摘区、展示厅和体验园，辅
以主题农家乐，将让游客享受原汁原味的
农家田园生活，合力打造生活居住型的药
膳文旅小镇……

在古井饭庄，老板黎兰洲正忙着招待
来自县城的两桌客人，每桌客人的桌上都
摆放着一盆黄澄澄的鸡汤。

“这是我们的特色菜，药膳鸡！”黎兰洲
笑道，药膳鸡正是用土鸡与药材黄精共同
炖煮而成，有降血糖、血脂，温中补脾。益
气养阴，补肾益精的作用，是客人们必点的
一道美食。

黎兰洲是2016年从北京打工返乡的，
在村里开了家农家乐，依托瑶乡丰富的中
药材，推出了各种养生药膳，生意好时，一
天能接待一百多人。

每逢节假日，村民李丹是最忙的，作为
邻村嫁过来的媳妇，她从2016年便在古瑶
文化陈列馆做讲解工作，如今村里有了专
职导游，但在节假日游客多时，她总会前去
帮忙，进行义务讲解。

内冲，这个神秘瑶乡，正展现出独特的
魅力，迎接八方宾客的到来，“瑶族故里”也
将越来越让世人瞩目。

铺平文旅致富之路

吃在咸宁

鸡汤米粉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米粉对于咸宁人来说，不过是再普通不过
的食品，但依然是大家百吃不厌的食物。米粉
和不同的汤底搭配，会有不同的风味，尤其是鸡
汤米粉，最为经典。

前几日，有幸跟着友人们去饭馆聚餐，吃到
了心心念念的鸡汤米粉，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味
蕾，令人回味无穷。

青花瓷的汤碗里，一根根洁白透亮的米粉
上漂着绿葱红椒，再加上油乎乎热腾腾的鸡肉，
温和滋补，我恨不得吃它两大碗。

小时候，外婆家路边有一家米粉作坊。我
想探个究竟，这米粉，到底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几名工人，从一个大型木桶里把大米淘洗一遍，
用竹畚斗捞上来，倒进机器上方的大开口。机器
轰鸣，一阵绞磨，白白的粉团从一个有着许多细小
洞口里挤压出来。有经验的老师傅则把它折叠
成瓦片大小的样子，放在石板上凉晒，就变成粉干
了。看似普通的一种工艺，加工后的米粉却可
口润滑，可汤可炒可凉拌，不失为一种美食。

米粉鸡汤做起来也简单，将米饭提前用水
泡软。把鸡肉放上最好的香料炖烂，剔除骨头，
再用双手撕成鸡丝，配上土豆丁、白菜、西红柿
熬成肉汤，打开锅盖，清香扑鼻。

吃时，先做好鸡汤，用粉勺盛米粉，在沸水
中泡热后倒入碗内，再添汤加姜末、葱花，味道
鲜美，素为人们早点和喜庆节日待客、自食的头
一餐。另有将米粉晒或烘干成丝的干粉条，是
咸宁本地人家常备的食品，或煮或炒，均甚爽
口，且便于贮藏和携带。

每次大人出门工作，事先会告诉我，等上班
回来，给你煮碗鸡汤米粉。心里惦记着，仿佛就
有了期盼。大人回来后，几碗煮好的鸡汤下锅，
放点葱花姜蒜。水一烧开，扔一团米粉，滚过几
回，再丢一小簇蔬菜叶子或者香菜点缀，一碗美
味米粉就成了。至今还恋恋不忘，回味无穷！

现在咸宁街头小巷都有做米粉的早餐店，
而且米粉的种类也多了起来，有河源米粉、和平
扎丝粉。按配料分，有加了猪脚的猪脚粉，加牛
腩的牛腩粉，加肉丸的肉丸粉，加瘦肉的猪肉粉
……按做法分，有汤米粉，炒米粉，蒸米粉、干捞
米粉。只要你想吃，随时随地都能吃上。然而
我对鸡汤米粉一直情有独钟，而且百吃不厌。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杨在辉报
道：11日，位于赤壁的中国青砖茶博物馆门
口热闹非凡，好客的咸宁人载歌载舞，迎客
送茶，欢迎来自湖南长沙的200名游客。

这是全省跨省团队旅游开放后，鄂湘赣
三省旅游协同联动机制下，首次组织旅游组
接团“客源互送”活动，也是咸宁疫后重振

“引客入咸”的重要举措。
一下旅游大巴车，湖南游客王女士便感

叹道：“这里风景真美，舞蹈好看，茶也好喝，
等会儿还要去羊楼洞明清古街、玄素洞、万
亩茶园，有点迫不及待了呢！”

赤壁青砖茶，色泽为棕色，茶汁味浓可
口，香气独特，回甘隽永。大部分游客是第
一次品尝，很多游客初次见到这棕色的茶就
被深深吸引了，尝上一口，味道和回甘让大
家惊羡。不少游客直呼：“这茶真好喝！”“再
给我来一杯。”

在我国第一个以青砖茶为主题的博物馆
——中国青砖茶博物馆里，游客们了解了青
砖茶的起源，见到了不同朝代所使用的茶具、
茶杯，了解了不同时期的茶文化……纷纷感
叹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一路美景相随
下，游客们一路欢声笑语，一路拍照留念。

此次活动让咸宁、湖南两地旅行社相关
负责人对活动效果满意。

湖南中铁国际旅行社常务副总裁王凯
说：“这是疫情恢复以来湖南跨省游的一次
重大活动，也是湖南湖北跨省旅游融合的先
行先试。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融合两地
资源。后期也会加强两地之间的紧密联系，
通过两地旅游企业通力合作，共同开发，把
咸宁赤壁之旅直通车做成一个精品线路，将
咸宁赤壁的旅游资源带给湖南的三湘父
老。”

此次组团社湖北万通缘国际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邓莉芳表示，作为旅游企
业，公司遵循“政府引导，市场为主，多方参与”
原则，协同推动长江中游三省高质量发展。景
区优惠，企业让利，绿色出游，健康消费。同饮
长江水，两湖一家亲，旅行社企业加强三省

“客源互送”，助力恢复旅游市场消费。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此次活

动，咸宁将与江西、湖南两个兄弟省份携手
同心，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为载体，
不断激活、完善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共同推
动规划对接和互联互通、创新驱动和产业协
作、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文旅
交流、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提高经济集聚
度、区域协同性和整体竞争力。

据了解，9月12日至15日，将有从咸宁
赤壁发团至江西三清山等地的旅行团。9月
13日至16日，将有从湖南长沙、江西九江发
车的旅行团来咸旅游。

长江中游三省旅游联动包车首发团抵咸

200名长沙游客畅游赤壁

咸宁龙隐山

开启首届国潮季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杨在辉报

道：9月15日，咸宁通山龙隐山第一届国潮季
正式开启，届时会有美食节、快闪演出等你来
打卡，穿汉服入园的游客将免大门票，抖音/快
手粉丝量达5000的网红博主们免全票一张，
达到10000粉丝量的博主两人免单。

国潮是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潮流审美进行结
合的一种潮流，也是一种现象，其具备中国文化
和传统的基因，与当下潮流融合，具有时尚感，
符合当下绝大多数受众的潮流审美，深受很多
年轻人的喜爱。“国潮”的“潮”不属于特定的领
域，也不属于固定的行业，可以是电影、视觉、声
音、甚至漫画、潮玩等。

咸宁龙隐山旅游度假区地处华中腹地、核
电之都——通山县大畈境内，距通山县城12公
里，距武汉市130公里，距杭瑞高速隐水洞出口
55米，交通极为便利。云上龙隐山海拔520
米，面朝富水湖千岛奇观，背靠隐水洞地质公
园。该项目由湖北隐水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斥资21亿元,按照国家4A标准打造的集旅游、
度假、网红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区，力争成
为“一镇一园，一景一带”的核心示范区。

为营造国潮季氛围，龙隐山景区打造有百
米风车步行道、网红风铃长廊、浪漫粉红树，营
造了浪漫舒适的优美景色。景区里除有玻璃天
桥、悬崖秋千、丛林穿越、高空飞索、小龙人主题
乐园等时尚网红项目，也有石林秘境、云端草甸
等天然观光项目，还有舞狮、演艺、快闪等演出
看，可谓是观景玩乐两不误，趣味十足。

9月16日，沿着新修建的柏油马路，记
者驾车前往通城县大坪乡内冲村。

湘鄂交界，药姑山腹地，盛夏的药姑
山满目苍翠，内冲瑶族风情村像一颗灵秀
的珍珠嵌在群山之间。景区大门口，修成
了在瑶族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牛
角形状，迎接着八方来客，也与村子正中
心“瑶”望千年广场上一个巨大的牛角遥
相呼应。

步入景区，满目青山积翠，一湖碧水涟
漪。层峦起伏的药姑山云雾缭绕，山野的

清新之气扑面而来，仿佛步入神仙之境。
“真的好漂亮！”“空气真的好！”……不

时有游客的赞叹声传来。
顺着蜿蜒曲折的公路一路向前，青山

碧水绿道，涓流浅滩廊桥。飞檐翘角、亭廊
木屋、狗头牛角等瑶族建筑处处是景，步步
入画。

玻璃大棚建成的鲜花园里，盛开着各
种不同颜色的非洲菊；被划分为一块一块
的时蔬采摘园里，各色有机蔬菜长势茂盛，
正等待着游人的采摘；三三两两的游客有

的围着鲜花拍照、嬉戏，有的忙着体验农家
采摘的乐趣……

走进该村的古瑶文化陈列馆，陈列柜
里，展出了具有瑶族特色的银头饰、狗头虎
爪石神台、狗图腾陶壶等上百件藏品。从
不同角度展示了古瑶人的民风民俗，重现
古瑶人文化历史的精髓与演变。

陈列馆正前方，穿戴古时装束的盘王
雕塑映入眼帘，表情肃穆。“盘王是古时瑶
族的部落首领，也被瑶民们视为精神领
袖。”内冲村支部书记胡金文介绍说。

2018年6月，通城县委、县政府启动内
冲瑶族风情村项目。以“瑶望千年·药韵楚
天”为主题，按照“一轴两环三片”布局，依
托村里得天独厚的秀美山景和底蕴深厚的
古瑶文化，这个沉寂了多年的古老村落决
定打响“中华古瑶第一村”的品牌。

“自2019年12月31日开园以来，各地
游客纷至沓来，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
次。今年上半年创造旅游收入180余万
元。”市医保局驻内冲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第一书记张昌龙介绍。

“张打铁，李打铁，打到张家门前落大
雪……”

随着悠扬高亢的音乐，遥望千年广场，
一群头裹靛青布巾、身穿色彩斑斓的瑶族
盛装的青年男女，跳起了《瑶乡拍打舞》。

整齐的动作，铿锵的音响，舞者们时而
拍打，时而跳跃，步伐矫健轻盈，拍打动作
花样迭出、趣味盎然。一群外地来客饶有
兴致地拍照欣赏……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从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小山村，成为享誉全国的“瑶族故
里”“古瑶文化之乡”“中国古瑶文化传承基
地”，都是因为“瑶”。

“这是 300万瑶胞的家乡，我也希望
能宣传、挖掘瑶文化。”胡有志是村里第
一批返乡创业的青年，2015年底回乡后便
创办了湖北古瑶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通过线上线下等多个平台宣传推广瑶文
化。

行走在景区，不论是河堤上错落铺设

的磊石、平坦顺直的公路两旁牛角形的路
灯，还是屋顶呈“人”字型的瑶族民居，都在
独具匠心地彰显着这个村落的古瑶文化。

村支书胡金文说，这些“小心思”都是
建设时的刻意而为之。

“美丽乡村建设现在非常多，遍地开
花。怎么做得和别人不一样呢？古瑶文
化，是我们开发打造的一个根。有文化，才
有灵魂。”

如何实现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兴

村”，内冲村思路格外清晰：让房屋、建筑、
景观环境通通化身文化符号，成为村庄文
化输出的有形载体。

而最生动鲜活的文化载体，还得是住
在村里的人。为了让村民都成为称职的瑶
族文化传播人，村“两委”经常会在屋场会
上给大家科普瑶族历史，还会组织大伙到
药姑山里探寻瑶族先民的遗迹。

村民们渐渐发现，留在村里大有可为，
能在景区做服务，能在街上开店铺。

舒展楚风瑶韵新姿

致你致你：：

选择咸宁农商行的每一个你选择咸宁农商行的每一个你

在这里在这里

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

一步一个脚印的你一步一个脚印的你

心怀梦想的你心怀梦想的你

日夜兼程的你日夜兼程的你

想着别人的你想着别人的你

为自己加油的你为自己加油的你

默默付出的你默默付出的你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也没有突如其来的成绩也没有突如其来的成绩

只有只有

奋斗的你奋斗的你

见微知著见微知著

感谢与你感谢与你 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在咸宁农商银行在咸宁农商银行

在最好的时光里在最好的时光里

亿万星辰亿万星辰

唯一的你唯一的你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咸宁农商行全市咸宁农商行全市 112112 个支行个支行

18001800多名员工多名员工，，开展开展““农商行银行微贷助力乡村农商行银行微贷助力乡村

振兴振兴””劳动竞赛劳动竞赛，，助力咸宁小微企业助力咸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

经营发展和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经营发展和城乡居民消费升级，，33万户咸宁市场万户咸宁市场

主体主体、、55万户城乡居民得到农商行信贷支持万户城乡居民得到农商行信贷支持。。

奋斗的农商行人奋斗的农商行人，，全力支持每一名奋斗者全力支持每一名奋斗者。。

重现千年古瑶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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