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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卤菜制作肇始于秦末。侯生、卢生两
位方士被秦始皇派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辗
转来到楚南的武冈云山，修道炼丹，同时亦寻
求研制强身健体的食物。他们采集草药，熬制
成汁液，将各种肉品熬煮而食，美味无穷，武
冈卤菜就这样问世了。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
1423 年）， 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分封至
武冈后，他将武冈卤菜供奉给朝廷，于是武冈
卤菜成了朝廷贡品。

武冈卤菜制作工艺极为讲究， 选用大
茴、小茴、桂皮、公丁、母丁、八角等二十多味
纯正中草药作卤味材料， 以猪胫骨熬成浓
汤，将应卤制品连同中药卤味放入，武火烹
煮，烹煮约半小时，至七成熟；取出卤味材料
和卤制品，滗干水分，阴干；再与卤味材料放
入浓汤 ，文火熬煎 ，如此反复 ，至少三次以
上，使卤味缓缓渗入食品，直到卤制品油光
发亮，香气回旋。 卤制出的成品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蛋白质等多种营养成分，食用后能
强身壮骨，养颜驻容，延年益寿。 且无论冬
夏，十五天内不用采取其他防腐措施，不会
变味变质；不含任何化学成分，堪称绿色食
品中的珍品。 武冈卤菜雅俗共赏，老少皆宜。

为让具有千年历史的武冈卤菜保持长
久的生命力，武冈市委、市政府加大投入，设
立了卤菜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出台了《关于
加快卤菜产业发展的决定》。 申报了“武冈卤
豆腐”、“武冈卤铜鹅”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注
册了“武冈卤菜”、“武冈铜鹅”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2007 年元月，武冈市被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冠名为“中国卤菜之都”。 2008 年，武冈
卤菜制作术成功申报为湖南省第二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现正着手申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武冈已拥有规模卤制品加工企业 7
家，其中投资过亿元的 1 家、办理 QS 认证的
22 家，为邵阳市食品行业之最。2010 年卤菜总
产值达到了 5.6 亿元，总税收突破 120 万元。

武冈古城墙，始于汉恒帝派窦应明“伐蛮
筑城”。 北宋为“屯兵峙粮、控制蛮獠”，于“军
署”治所夯土板筑城墙，总周长约十余里，城
门上建有“醮楼”。元末毁于兵燹。明洪武四年
（1371） 朝廷派江阴侯吴良主持修建武冈城，
他改土城为石城， 以数百上千斤乃至成吨重
的方形青石砌筑墙体，“内外皆石， 上亦石镘
之”，长 774 丈，高二丈，顶阔八尺。 为当时世
所罕见的纯石质结构城墙。

岷王朱楩（朱元璋第十八子）迁入武冈
后，开始了中央朝廷、藩王、地方官府协力筑
城时期：嘉靖二十七年（1548）岷康王朱誉荣
增建 “小王城 ”， 长 270 丈 ； 明隆庆元年
（1567）宝庆府同知段有学、武冈知州蒋时谟
增筑外城，长 736 丈，高 1 丈，顶阔 8 尺，垛
头高 4 尺，鼓楼 3 座。 形成“内城”（含大、小
王城）与“外城”“三环”相扣、城门十三及城
楼多座、总周长 5874 米的全石构城墙。 晚清
于内城增设大小炮台 52 座以抵御太平军。
武冈城墙今幸存城垣四段（内城二段、外城
二段），总长 1450 米。

如果说，有着 2700 多年筑城史、总周长
6163 米的山西平遥古城墙“是中国现存历史
较早、规模最大的一座（素土夯实，外包青砖）
县城城墙”；那么，有着 2200 多年筑城史、总
周长 5874 米的武冈城墙，则是中国南方现存
历史较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内外皆石）的县
城城墙。作为全巨石结构的州县级古城墙，武
冈城墙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唯一”。

9 月 6 日，由省文明办、省
委网宣办 、省文化厅 、省旅游
局和邵阳市委市政府主办，邵
阳市委宣传部、武冈市委市政
府 、红网 、新活动传媒承办的
“放歌红土地” 活动启动仪式
暨首届湘西南 （武冈 ）非物质
文化遗产艺术节将在武冈隆
重举行。 千年王城、福地武冈
热情邀请各位前来观云海、游
古城、品卤菜……

武冈地处湘西南腹地，素
有 “三省通衢， 黔巫要地”之
称， 至今已有 2200 多年建城
史。 汉武帝元朔 5 年，武冈封
都梁侯国， 封刘遂为都梁侯；
明朝朱元璋之子朱楩在此封
“岷王”， 传袭 14 代， 建王府
272 年 。 该市库存文物 1639
件，是湘西南库藏文物 、珍贵
文物最多的县市。 武冈城墙、
中山堂、法相岩等 58 处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见证了湖湘历史
的沧桑；屈原 、陶侃 、柳宗元 、
韩愈、文天祥等文人武将流连
于此 ，其风流意气 、铮铮傲骨
早已浸润了武冈人民的血脉；
武冈卤菜、铜鹅、血浆鸭、米粉
等特色美食为历代贡品，享誉
三湘，香飘中外。

近年来， 武冈投入近 500
万元，加大对重点文物的挖掘、
整理和保护力度。 今年 5 月，
“武冈丝弦”成功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埔军校
二分校旧址”和“武冈城墙”申
报“国保”工作已通过国家文物
局专家组评审。

与此同时， 武冈正式启动
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工作， 先后
请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
院编制了 《武冈古王城保护与
整治规划》、北京来也旅游规划
公司编制了 《湖南武冈古城旅
游发展规划》等。 根据规划，武
冈将在“十二五”期间重建古王
城， 将武冈打造成为以弘扬历
史文化为基础，以文化产业、旅
游观光、商业服务相结合，代表
湘西南地区、 具有多民族文化
融合特色的旅游名城。

“放歌红土地 ”活动启动
仪式暨首届湘西南 （武冈）非
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的举办，
得到湖南省云峰水泥有限公
司、武冈展辉医院 、武冈市人
民医院等单位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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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 武冈谱写了一
曲国共携手、共御外敌的壮丽篇章。至今保存完好
的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
分校（亦称武冈分校）旧址标志性建筑中山堂，更
承载了一段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海峡两岸同胞
的共同记忆。

黄埔军校第二分校始建于武汉，1938 年日寇
大举进犯华中，武汉形势危急，同年秋黄埔军校第
二分校奉命由武汉迁至武冈。 它与中国共产党创
办的“塘田战时讲习院”（原属武冈，今属邵阳县，
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处一地，从而使武
冈成为南方抗日重要集结地。从 1938 年秋到 1945
年 10 月迁并成都本校止，黄埔军校第二分校共为
抗日前线培养各类初中级军官 23052 人。 在抗日
战争中， 走出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的毕业生大多直
接奔赴抗日前线， 特别是在湘西会战中他们奋勇
杀敌，流血牺牲，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
要贡献，为诠释黄埔精神增添了光辉。今天，“好男
儿杀敌去” 六个用土红书写的大字仍醒目地留在
法相岩太保洞口顶部， 它是当年黄埔军校第二分

校热血青年的铿锵誓言，给后人以“莫忘国耻”的
心灵震撼。

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旧址作为中国现代民族革
命战争的重要纪念地，已被列为“湖南省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现正在申报国家级青少年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其核心建筑中山堂，坐落
在今武冈市第二中学绿荫掩映的校园内。 其建筑
形式表现为中西合璧的折中式特征： 采用仿西洋
式单檐庑殿顶硬山屋面，由正厅、左右厢房、花园
等组成。占地面积 1300 多平方米。它是在孙中山先
生逝世后，“为纪念斯人之伟大，‘以伟大之建筑，作
永久之纪念’的建筑活动”的产物。 孙中山先生曾
提出“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的重要
思想，架起了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也受到世界
爱好和平进步人们的景仰。 2009 年，专家在“中山
纪念建筑与中国近现代建筑文化遗产” 高层论坛
上一致倡议，将现存中山纪念建筑“申遗”，理由是：
“就犹如纪念林肯、甘地的建筑物已被纳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一样，都具有在国际间教化社会的
意义。 ”同时，作为近现代建筑，它承载着中国近现

代历史文化的记忆， 还代表着中国在近代以来的
巨大社会转型和创新，是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

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旧址的另一重要组成部
分是李明灏将军的武冈故居，坐落在今武冈市法
相岩西麓。 李明灏将军是黄埔军校第二分校主
任， 是湘军讲武堂和黄埔军校的创办人之一，是
一位著名的军事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 随李将
军来武冈办学的教官有少将 16 名， 上校 27 名，
中校 8 名。 该校创办的由李将军主编并题写刊名
的《战斗日报》和《武冈月刊》，在动员民众抗战中
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是研究黄埔军校及其分校
抗战史的重要文物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
领肖克将军曾撰文写道：“李明灏先生是一位与
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的挚友。 直到晚年，他
还时时关注祖国的统一，期待着海峡两岸人民能
够早日团聚，永远和平与安宁。 ”李明灏将军故居
见证了抗战时期在武冈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
事件，具有独特的纪念意义。 经常有毕业于黄埔
军校第二分校的台胞及其后代、以及海外侨胞来
此瞻仰和缅怀。

作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军事教育机
构之一的黄埔军校第二分校，今天，在促进祖国
统一的伟大事业中， 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8
年， 为庆祝武冈黄埔同学会成立 20 周年， 遵循
“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
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武冈市出版了《武冈黄埔
情》纪念文集，马英九先生亲笔为该文集作了“乐
群进德 亲爱精诚”的题词，传为促进海峡两岸
文化交流的佳话。

近年， 国家文物局启动 “涉台文物保护工
程”， 将近代峥嵘岁月中承载着两岸共同记忆的
“中国国民党一大旧址”、“黄埔军校旧址”等列入
“涉台文物保护名录”。 我们要站在新的高度去丰
富和发展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的历史文化内涵，保
护好、利用好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旧址，自觉肩负
起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

中山堂：承载海峡两岸共同记忆
中共武冈市委书记 王春生

武冈卤香飘千年
林立东 刘敏 肖艳梅

曹砚农 肖时高

壮哉！ 武冈城墙

李元洛

望断云山

千年王城 福地武冈

多年前的一个高秋之日，我远去魏源故里隆
回县，诗人而兼友人的匡国泰陪我登县境的望云
山。 身临绝顶，国泰遥指远处一簇云烟缭绕的山
峰， 告诉我那就是相邻的武冈市的名胜云山，并
且说有半副联语， 至今无人能对而合成全璧，那
是作者与身世均已如谜的一道古上联：“望云山
上望云山，云山在望。 ”连邂逅都谈不上，只能说
是远距离地惊鸿一瞥，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绿
水之波澜，然而，我却从此记住了云山的云鬟雾
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去一亲芳泽。

山不转水转。十余年之后，又是一个好风好日
的秋天，我终于有缘从长沙远去武冈，去武冈的云
山，一践多年失望而差不多要过期作废的约会。

武冈，是湖南的一座历史名城，湘西南的一
方重镇。 人文荟萃之都，山水清幽之地。 西汉文、
景年间即已置县，属长沙郡，建城已有二千余年，
相传屈原流放沅湘时就曾经一履斯土，而南朝宋
人盛弘之的《荆州记》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都确实将武冈写进他们的著作———从如上我所
描述的简无再简的简介，如果喜爱游历的人平生
从未作武冈之游，那也该称得上虚度此生了。 此
次武冈之行，年深月久的古城门，阅人无数的古
石塔，俯读流水的古石桥，满面沧桑的古民居，岁
月深深的古水井，年轮匝密的古银杏……都一齐

来惊喜我的眼睛， 让我念天地之悠悠而怆然怀
古。 不过，对于它们我只能暂且按下不表，候之他
日罢，按先后顺序，我先要写的是十余年前遥望
而今相看两不厌的云山。

云山矗立于武冈市城南七公里处，海拔近一
千四百米。 我在市内的宾馆刚刚临窗而望，它便
急急忙忙推开窗户送来满山的云雾与青巷；我们
一行人的车队刚刚到达山脚，它就早已从峰顶抛
下一条玉带般回环的公路，引领我们上山。 汽车
在山中左旋右转， 车窗上始终是一幅幅壑的幽
深，树的浓绿，云的缥缈，逼逼仄仄，只缘身在此
山中也在此车中， 及至弃车而登紫霄峰极顶，站
在建于悬崖绝壁之上的曲形山亭游目四顾，才知
必登高而终能望远的真谛。 起伏的五陵匍匐在
下，广阔的平畴绿野在四周摊开，资江水缩小为
一根起舞的飘带， 武冈城袖珍为一座行军的营
盘，而远处的不知名的山峦，似乎都在侧耳倾听

云山的号令。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以前想对云山
“一亲芳泽”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云山并不是一
位风姿绰约的美人， 而是一位威镇四方的将领，
它拔地而立，叱咤风云，有的是“独立扬新令，千
营共一呼”的英雄气概，哪里容得下白面书生的
想入非非。

多云的云山，是湘西南的佛教中心，又是道教
七十二福地之“六九福地”，历来香火鼎盛，山中云
烟袅袅，寺中香烟也袅袅。 在众多庙宇中，位于“莲
花座”而始建于三国时期的胜力寺历史最为悠久，
曾与南岳齐名。 殿宇宏伟，显示的是菩萨的大肚能
容，檐角高翘，挑起的是不知多少朝代的日月。 我
们听暮鼓而借宿于寺后的山庄， 闻晨钟而起步于
寺前的山道。 山道弯弯的初始， 是长约七华里的
“秦人古道”，道起步云亭，蜿蜒至云山堂，道上是
规则不一但却一律极具沧桑感与历史感的青石
板。 我们穿行其上，响起的仿佛是上古的回声，真
令人不禁发思古之幽情，兴人生几何之感慨。

在云山的众多美景中， 我要特为拈出的，是
它的“原始次生林”和“人工杉木混交林”联手打
造的云山碧海。 云山的森林覆盖率将近百分之九
十，而原始次生阔叶林就高达两百多公顷，许多
珍奇树木如“云山伯乐”、“榉树王”等，像约齐了
似的聚会于此，济济一山，上山满山绿，下山绿满
山，举目所见，除七十二峰云烟缭绕，无非是嫩绿
浅绿深绿浓绿甚至绿得要发黑的墨绿，它们真正
是统一了思想， 决心要在这里绿得一统天下，不
容许任何另类颜色，只有春天的彩色缤纷的花展
才特许举行，另当别论。 在城市里，触目所见和一
呼一吸都是红尘红尘红尘， 多的是俗念与凡心，
众生也许有宽大的居室，但警卫森严的防盗门与
防盗窗，却让他们像茧中的蛹无法突围而出。 而
在云山这座国家森林公园中，纯洁的空气可以洗
肺，纯净的溪水可以洗心，纯美的鸟声可以洗耳。

现在我早已回到千里之外的长沙。 市声喧
喧，红尘滚滚，每当我回想云山那超凡脱俗的伟
岸， 想再遁入那令人心肺如洗的碧绿与清凉，也
只能云山在望而望断云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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