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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地域孕育特色土菜
衡东，得五岳独秀南岳之灵气，是一个山美、洞

奇、水秀的地方，被人们誉为湖南的“小桂林”。
衡东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植被茂盛，典型的

江南风韵。 玉带般的洣水河，是衡东的母亲河。 河
水晶莹碧透，可直接饮用。 沿河莲花相接 50里，处
处花团锦簇，时时满河飘香，在河上轻舟而过，喝一
口洣河水，定能甜透心脾。 而河两岸又耸立着南岳
七十二峰的晓霞峰、凤凰峰、金觉峰，座座俏丽挺
秀，英姿各异，山与水相融，构成一幅绝美迷人的山
水图景。

近年来， 该县发展起来或正在建设的罗帅故
居创 5A、洣江生态观光园、“湘江南”温泉、“尚达盛
和”现代农业休闲产业园、千年白莲风情园等等，都
是很好的旅游项目、精品工程。

衡东土菜就在这美丽的山水之间萌生、成长、
壮大。 独特的地域，秀美的山水，让她传递的是自
然美和本真美，不事雕琢，不必修饰，清纯而朴实，
浑然而天成。衡东土菜之源之本，绿色，原汁，个性，
鲜活。

衡东人杰地灵，贤达辈出。 一块红色热土，洣水
的滋润，山水的灵气，让这一方土地的人们，勤劳而
聪慧，倔强而不屈，真挚而奋进。 这亦如衡东土菜中
最突出的原料黄贡椒，辣得韵味四溢，辣得畅快淋
漓，辣得举桌皆惊，辣得荡气回肠。 这块土地上诞生
过衡州府历史上仅有的两个状元———元代状元何
克明、清代状元彭俊，至于明初兵部尚书茹常，第一
个根治白喉病的医圣李纪方，世界上第一辆煤气汽
车发明者向德，被周总理誉为“当代詹天佑”的刘铁
岩，红军师长王光泽，抗日名将罗芳珪……此类名
人举不胜举，新中国开国元勋罗荣桓更是其中最为
杰出的代表。

衡东的美丽不仅在于它旖旎的山水， 更在于
它深厚的文化底蕴， 就连它端在家家户户餐桌上
的土菜都很有一番说道。 衡东杨桥人喜欢吃麸子
肉，将肉切成半个巴掌大一块，用点酒一泡，再蘸
点糯米粉和生粉，用油一炸，便成了一道美味。 吃
时只要热一热就行，由于掺了点红黍米，红红的，
很勾人食欲，美其名曰“东方红云”。 亦有诗吟道：
“片片红云落玉盘，糯粘麸子夹肩豚，农家大嫂精
心制，湘楚如今古法存。 ”

衡东土菜源远流长，相传清朝年间，状元彭俊
进京， 从家乡带了点自产的黄辣椒作礼物进献皇
帝。皇帝开始觉得很辣，但过后食欲大开，齿颊留香，
回味无穷，大悦，便要彭俊家乡年年进献。 黄辣椒因
此身价倍增，被誉为衡东土菜之魂。

黄贡椒原产衡东县三樟乡一带， 由于湘江冲
积而形成的特殊沙性土壤， 让这种颜色特别的辣
椒具有独特的味道，它皮薄，肉厚，并具有甜、脆
的特点。 移栽到其他地方， 颜色没有三樟那么鲜
亮，味道也有些变异，不再那么地道。 有人特地从
三樟移栽到海南栽种，亦是如此，亦如“橘生淮北”
遭遇。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一个物产造一方福。“石
湾脆肚”、“新塘削骨肉”、“黄鳝炒蛋”则是人们提升
生活品位的理念创新。“嫩炒红薯叶”、“水煮干马
苋”已成为健体养颜、回归大自然的时尚追求……
有食客在吃了衡东土菜后赋诗一首：“元帅家乡，
衡山之东，洣水河畔，湘江之滨，这里的山水多温
馨，这里的土菜香喷喷，杨桥麸子肉，醉红东方云，
石湾脆肚香，三湘惊雷轰，土匪猪肝萝卜皮，还有
香椿煎蛋满园春，辣得皇帝开了胃，香得神仙下凡
尘……”

归乡路上的美食路标
“衡东土菜馆，是归乡路上打尖的地方，也是归

乡路上的美食路标……
印象最深的是，在新塘‘衡东味美思’吃土菜。

几层楼的店铺，人满为患，客人要排号，等着翻台，
服务员眼疾手快，神速地收拾桌面、点菜、筛茶、上
菜。 有一次，我们到店时还没到高峰期，我就细致
研读菜谱，见有好些冠以地名的菜肴，比如，石湾脆
肚、杨桥麸子肉、新塘削骨肉、大浦血鸭、水煮真塘
鱼……便与刚好得闲的老板聊起厨艺。 老板向我
推荐了几个招牌菜后，趁兴讲了几个菜品的故事，
还带我进了后厨，观看大厨们炖、煮、熘、蒸、炒，挥
汗如雨。

老板说，衡东土菜有几个还很有年份与来历的
故事，要追溯到清朝。 比如，怀素佛塔、棋子肉，是衡
东县地方宴席“八大碗”中的头菜和正菜。比如，茶油
烧鸡公相传与清朝末年衡山吴集化龙桥官至福建
水师提督的阳新贵有关，他从小因为嗜好吃红毛叫
鸡公的缘故身体疯长，不到十岁便成力举千斤、一跃
三丈的神人，后来从军屡立战功……

在后厨，只见好几个厨师，好几个炉灶，一字排
开。 一只肥硕公鸡三下五除二就在厨师刀下斩碎，
铁锅里茶油冒烟，一顿爆炒，米烧酒和着本地干黄
贡椒、野山椒、鲜葱、鲜姜的香辣味，把我熏出了眼
泪。 在餐桌上品尝茶油烧鸡公时，那种食材的原汁
原味，清香鲜辣，让我恨不能连鸡骨头都嚼碎吞了
……”

这是衡东作者奉荣梅在征文“衡东土菜，归乡
路上的美食路标”中的片段。

说到衡东土菜，未免让人想起红艳艳的鱼头，
以及香喷喷的腊肉，还有绿油油的菜心，让人食欲
大增，大快朵颐，菜香，已经不仅存在于味蕾之间，
还融入了每个人的心田。

在我国，有八大菜系，分为粤菜、湘菜、鲁菜、川
菜、苏菜、闽菜、徽菜、浙菜等，而衡东土菜就是湘菜
的一枚分支。 既融入了博大精深的湘菜风格，又极
富地方风味和乡间特色。 衡东土菜原料取自衡东本
土所产的土、畜产品为主辅料，采用民间传统的烹饪

方法制作而成，辣、鲜、美、俭为其突出特点。
“鲜”是衡东土菜的第一元素，由于采用的主

辅料很土，“鲜”便成了它的重要招牌，土鸡、活鱼、
野菜样样鲜活、鲜嫩，令你吃得放心。 近年来，靠饲
料速生的各类食品已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口味，随
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们对吃也相应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注重营养，崇尚自然成为新的时尚，以
绿色、环保、自然为特色的土菜也就理所当然地成
了消费者的首选。

“辣”是衡东土菜的又一重要要素，不辣不为
地道的衡东土菜。 湘菜本是以辣著称， 衡东土菜

承袭了这一传统。 湘菜的辣不同于川菜的
辣，川菜多用花椒，味特别重，湘菜的辣
多通过辣椒来体现， 比川菜稍显清淡。
外地人只要吃上衡东土菜， 一边啧啧
称赞，一边被辣得鼻尖冒汗吐着舌头
擦眼泪，真是爱之愈深，恨之愈切。

“美”不仅体现在衡东土菜的菜
品式样上， 还体现在它的丰富含量
上，盛菜的器具不花哨，多用农家盛
菜的大碗，道道菜都很结实，花式不
多，却很实惠。 衡东民间做食使用的湘

腰席八大碗，头碗俗称“七层楼”，由七层
不同食物拼成，满满的一大碗，给人的感觉

就是厚实、厚道，就像衡东人一样朴实。
“俭”：南来北往的食客一到衡东地界，各种大

小车辆便寻找一家自己心仪的土菜店，点几个菜、
沽一壶酒，美美地品尝。 结账时贵则数百元，便宜
数十元，食客们啧啧嘴巴：衡东土菜物美价廉，名
不虚传。 衡东气候温和，地处衡阳盆地，水系发达，
土地肥沃，适合各种土菜食材的生长。 尤以黄贡椒
等土生土长的食材为名，独占三湘鳌头。 土菜遇名
厨、巧手烹佳肴，经名厨精心烹饪后，色香味俱全。
一声吆喝，直接上桌，食客们食欲大开，吃得放心，
吃得实惠。

为进一步提升衡东土菜的知名度，2004年 10
月， 该县举办第一届土菜文化节，“军中第一团”总
政歌舞团应邀前来为土菜节献艺，董文华、祖海、郭
达、程志、蔡国庆、刘小娜等著名演员、歌手亮相衡
东土菜文化节颁奖晚会， 一时间衡东土菜声名鹊
起，身价倍增，衡东当年还被省烹饪协会授为全省
唯一的“土菜名县”。

2006年衡东举办了第二届土菜文化节，进一步
扩大了衡东土菜的影响；同年 12月，衡东向国家工
商总局申报了“衡东土菜”商标；2007年 9月，“衡东
黄贡椒” 地理标志通过了国家工商总局的实质性审
查；2008年衡东被湖南省评为“湖南十大湘菜产业
县”；在参加“全国第六届烹饪技能竞赛”、“省第五届
烹饪技术比赛”、“省‘牡丹杯’第二届创新赛大赛”等
全国和省级烹饪比赛中， 衡东土菜厨师共获得 7金
8银的好成绩。

2010年衡东举办了第三届土菜文化节， 一系
列精彩活动赏心悦目：云集八方商贾的“衡东县农
产品展示交易会”开展，鼓舞人心的“中国土菜名
县”授牌，中央电视台“激情广场·爱国歌曲大家唱”
活动在滨江广场激情开唱，联合中国烹饪协会举办
的“全国首届乡土菜烹饪大赛”激烈上演……

“玩在衡东，吃在衡东”是一种时尚
2004年前的衡东土菜如果说是养在深闺人未

识， 那 2004 年后的衡东土菜便是隔着窗户吹喇
叭———名声在外。 因前三届土菜文化节的举办，新
塘味美思、冬初、景然、福湘源、醉好、胡子等酒家从
此客源大增，每天从高速公路因路过或特意赶来吃
饭的车辆不下几百辆。石湾脆肚、杨桥麸子肉、土匪
猪肝、杨梓坪萝卜皮、霞流咸鸭蛋、石滩真塘鱼等一
批衡东独有菜、特色菜、特色土特产给往来顾客留
下了深刻印象。

小小乡野小土菜， 也开始频登各大雅之堂，邀
请衡东土菜参与交流、沟通、座谈的请柬应接不暇。
衡东土菜上长沙、下广州、去上海、奔苏州，均引起
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

衡东土菜的壮大和发展，凝结着县委、县政府
领导的心血。 县委书记吴伟生反复强调，要把土菜

作为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来抓。县长徐志毅就培育
土菜品牌多次深入调研。 县委、县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大力扶植土菜产业的发展。

举全县之力，瞄准市场，大力宣传、推广土菜，
成功举办了三届土菜文化节。文化搭台，土菜唱戏，
四方商贾，八方食客，云集衡东，衡东土菜声誉越传
越远。 如今，衡东土菜已形成种植、养殖、生产、加
工、配送服务为双翼的完整土菜产业链，已成为县
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全县拥有规模以上农产品企业
85家，其中省、衡阳市级龙头企业 25家。

衡东土菜坚持科学的品牌战略，推动土菜及相
关产业的全面协调发展。在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拥有
一定的规模的基础上，做大、做强、做响土菜品牌。
衡东土菜馆既遍布全县，又相对集中，各具特色。洣
水、新塘土菜馆一条街，档次较高，菜谱丰富。 霞流
大源渡的活鱼、石湾的脆肚、杨桥的野菜、踏庄的土
鸡，极具地方特色。

衡东土菜除了本地菜馆外， 衡东人在衡阳、长
沙、广州、深圳、珠海、郑州、北京等地开办的衡东土
菜特色店 1200多家连锁店和分店， 在外地也可以
吃到正宗的衡东土菜。如味美思分店遍及省内衡阳、
益阳、株洲、长沙、岳阳、永州等 10多个地区和武汉、
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大中城市。

目前，在衡东县，土菜名店有 400多家。 今年，
原味先生（开发区店）、又一村原味土菜馆、金城大
酒店、 宾来饭店老味馆等 20家餐饮店铺被选为衡
东土菜示范店。 去年， 土菜餐饮店实现营业额超 3
亿元，上缴税收 3000万元。 截至今年 9月中旬，衡
东土菜餐饮已实现营业收入 1.8 亿元， 实现税收
1800万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15%和 12.5%。 目
前，全县土菜产业从业人员已达 10万多人。

衡东土菜产业链条建设、农产品基地建设也初
具规模。目前，全县有 31个生猪生产基地、48个蛋
鸭养殖基地、52 个湘黄鸡养殖基地、8 个黑山羊养
殖基地，杨林的野鸡基地、苗圃的野猪基地、三樟的
黄椒基地、石湾的野菜基地也具有一定的规模。 自
2010年来，衡东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大量涌现，全
县拥有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49家，其中省、衡
阳市级龙头企业 13家。去年，该县土菜产业总产值
已超过 27 亿元，占全县年生产总值的 25.5%，不仅
壮大了县域经济，农民也从中得到了实惠。

为做大做强土菜产业，近年来，衡东县着手建
立行业标准。今年 7月 26日，省质监局标准委组织
十几位湘菜大师和省发改委对《衡东土菜》地方标
准进行最终审查并且一致通过，至此，衡东土头碗、
杨桥麸子肉、酒糟鱼、石湾脆肚、黄鳝炒蛋、大浦血
米鸭、青贡椒炒潦菜、新塘削骨肉、爆椒炒仔鸡、芥
菜炒牛肉、棋子肉、黄贡椒炒羊肉、草市豆腐、豆渣
蛋饼、 神曲米饼等 15道经典衡东土菜菜品有了正
式标准。同时加强基地建设，抓好行业培训，挖掘土
菜文化，倾力打造衡东土菜知名品牌，带动农业结
构调整，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升衡东土菜文化
品位，让衡东土菜闻着更香、品着更美、吃着更爽。

“品尝的是土菜， 享受的是意境， 增添的是文
化。”为进一步提升衡东土菜的知名度，衡东县委、县
政府将于今年 9月 20日至 21日举办“第四届土菜
文化旅游节”。 笔者发现，本次节会的名字在叫法上
和先前三届略有不同，即多了“旅游”两个字。“我们
这次节会的主题就是‘弘扬土菜文化， 畅游灵秀衡
东’。 ”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志毅说，做好“节会 +旅
游”文章，推进“旅游活县”战略，就是衡东县第四届
土菜文化旅游节的重要主旨。

“衡东的旅游资源可以概括为‘六个一’，一个
人(罗荣桓元帅)、一条河(洣河)、一座山(四方山)、一
个洞(锡岩仙洞)、一盘菜(衡东土菜)、一座城(衡东县
城)。 ”说到衡东的旅游，徐志毅说：过去总说‘玩在
南岳，吃在衡东’。今天，我想对大家说，‘玩在衡东，
吃在衡东’更是一种时尚、实惠的选择。 ”

这正是：
喜今日，土菜城蜚声华夏，名厨店高朋如云，四

届土菜节俊采博长招食客，百道金牌菜斗转星移闯
市场。本土更扬特色，外域尤显乡情，土菜业越做越
活，市场路愈闯愈宽。

美哉，中国土菜名县熠熠生辉，元帅故里、状元
之乡大放异彩。

到
衡
东
品
土
菜

﹃

︱
︱︱
写
在
衡
东
县
第
四
届
土
菜
文
化
旅
游
节
举
办
之
际

﹄

陈鸿飞 罗华 章焱平 朱义忠

“衡东土菜”源远流长。 明

清时期，衡东县新塘、三樟一带

的黄椒就因其清脆可口、 色味

俱全，被定为“贡椒”。

9 月 16 日， 笔者漫步新塘

街头，但见土菜餐馆到处都是。

这个只有 6 万人口的小镇，拥

有 180 多家衡东土菜餐馆，唐

代诗人杜牧的名句 “千里莺啼

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俨然

成了这里的真实写照。

在新塘镇东健路一家土菜

馆，厨师老阳告诉笔者，新塘衡

东土菜用传统烹饪方法制作，

清纯朴实，浑然天成。新塘衡东

土菜更“美”在它的深厚文化底

蕴， 几乎每道土菜都有一番诗

情韵味， 如新塘削骨肉，“剔筋

削骨烩青椒，酒焖油烧豆豉调；

嗅得清香三分饱， 原来美味夹

缝刨”。 其他像石湾脆肚、杨桥

麸子肉、草市豆腐等，无不意韵

灵动，可谓吸衡山寿岳之精华、

沐湘江洣水之灵气， 使游客在

开怀品尝土菜时， 了解衡东风

土人情。

近年来， 去南岳的客人以

及从京珠高速下来的客人，很

多慕名来新塘。 每到进餐时间，

新塘的土菜店前车位爆满，“吃

在新塘”已成一景。 今年头 8 个

月， 衡东的土菜餐馆接待就餐

的外地客人在 400 万人次以上，

其中新塘占了八成多。

“到衡东品土菜 ”，已在三

湘四水成为一种时尚， 一种渴

望，一种向往。衡东作为中国唯

一挂牌的 “中国土菜名县”，美

誉三湘四水，香飘大江南北。

衡东县委书记吴伟生满脸

笑容地介绍， 土菜不仅成为带

动全县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也是衡东县的一张名片， 一块

金字招牌。 发展土菜产业大有

可为，大有作为。 近年来，该县

已举办三届土菜文化节， 推动

了土菜、 文化与旅游三者的融

合发展。 去年该县共接待国内

外游客 530 万人次， 旅游综合

收入 35 亿元。

今年 9 月 20 日至 21 日 ，

衡东将举办第四届土菜文化旅

游节，此次节会以“弘扬土菜文

化，畅游灵秀衡东”为主题，以

更好地打造衡东旅游品牌，加

快全域旅游发展。

“和前三届节会相比，本届

节会不仅推广衡东土菜， 同时

推广衡东旅游。 ”衡东县委副书

记、县长徐志毅欣喜地说，节会

主要由第四届 “土菜文化旅游

节”开幕式、最多组家庭同剁黄

贡椒申报 “大世界基尼斯之

最”、 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

“钻石名厨”、“绝味厨娘” 厨艺

展示、民俗文化“大观园”、农副

产品博览会、 乡村休闲体验游

和“衡东土菜·家的味道”主题

颁奖晚会等八大节会主题活动

板块构成。

据介绍， 节会的前期还有

三樟黄贡椒节、火炬传递活动、

民间美味大搜寻等 10 项系列

精彩纷呈的活动。 以发掘衡东

土菜文化内涵， 整合促进衡东

土菜、文化、旅游三大产业加速

融合， 吸引更多游客来衡东休

闲、度假、品尝土菜美味，打造

衡东旅游品牌， 加快全域旅游

发展。

走
美丽的衡东县城。

县委书记吴伟生（右一）在罗荣桓元帅故居点燃火炬。 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志毅（左一）正在采摘黄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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