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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旅游名村】

牛头山村坐落于著名的三湖连江风
景区内，依山傍水，村内牛头山森林公园
为景区的组成部分，属景区依托型旅游
村。

近年，牛头山村引进武汉丰太集团
对村内旅游资源进行开发，耗时两年、斥
资六亿元打造出集休闲、餐饮、住宿、温泉
浴为一体的大型旅游休闲度假圣地——

山湖温泉度假区。
近年来，村辖区内香樟园、裕华农

庄、绿野山庄、伴云山庄等休闲农庄和
“农家乐庭院”等相继兴起，牛头山村乡
村旅游蓬勃发展；村民逐渐从传统种养
业向商业、餐饮、住宿、娱乐、旅游管理等
旅游服务业发展，旅游业已成为村民增
收的支柱产业。

★嘉鱼县鱼岳镇牛头山村

羊楼洞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民俗风情纯朴、古建筑风格极具特色的
且整体保护很完整。以羊楼洞明清石板
街最具特色，它因茶而起、因茶而盛，是
砖茶生产的发源地，历史上古代茶叶之
路的源头，制茶、卖茶、饮茶形成了独特

的茶乡茶风。
古镇到如今仍保留着一条近千

米长的明清石板小道，历代运茶的
“鸡公车”将光滑的石板路碾成寸余
深槽，似乎记录着繁华落尽后的全部
记忆。

★赵李桥镇羊楼洞村

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普安村地处赤
壁市西南，距市区、京珠高速公路、107
国道35公里，三国赤壁古战场8公里，省
道214蒲洪公路穿境而过，交通条件便
捷，山水秀丽，资源丰富。普安村把握自
身生态优势，突出绿色特质，以路为景、
以夯实基础为纲、以绿色为质、以美化亮
化为魂。

该村的主导产业是香莲种植以及水
产养殖。此外，普安村已建成了2个高
标准的具有鄂南风情建筑风格的休闲农
庄，建起了一个集科技示范和观赏于一
体的百莲科普园，还有一个1.7公里的赏
花观光栈桥以及一条650米长的垂钓休
闲隔堤，初步形成了生态农业旅游的整
体框架。

★赤壁市仓湖开发区普安村

荻田村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凝聚着
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肃然起敬。近年
来该村结合新农村建设，抢抓红色旅游
名村建设机遇，整洁村容村貌，倡导热情
纯朴的民风村风，走红色旅游与绿色生
态旅游相结合，努力打造鄂南旅游名村。

在位于该村的罗荣桓纪念馆内，有

罗荣桓汉白玉雕像、老式花雕床、纺车、
起义时用的枪、刀等实物，还陈列了大量
的文字、图片资料，对通城县人民的革命
斗争史和部分革命烈士代表作了较为详
尽的介绍，是通城县重要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党员干部廉政教
育基地等。

★通城县塘湖镇荻田村

该村境内山峦叠嶂，植被茂盛，山清
水秀，被称之为“天然氧吧”，属崇阳县四
大风景之一，有“十里画廊美誉”。

★崇阳县天城镇洪下村

吴田村地处通山县城西郊、咸通公
路南侧。这里是前往国家级风景区九宫
山的必经之地。从武汉驱车至此仅两小
时车程，交通便捷，该村还是全省新农村
建设的示范村。

该地王明璠府第是湖北省现存单体
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清代民宅，享有

“湖北第一宅”之称。为湖北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通山县大路乡吴田村

大岭村地处崇阳白崖山东北面，大
岭村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达85%
以上，仅楠竹年产量就达12.1万根，100
年以上紫薇在千株以上，野樱万亩以

上，有千年古道、千年古树、石林奇观，
神奇甘泉洞、梅花泉。

此外，该村还是著名的涂鸦小村，到
了春季更有万亩野樱花群等你来赏。

★崇阳县铜钟乡大岭村
这个小村的名气可不小，每年

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不计其数。
曾获“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引领
共同致富的楷模，建设新农村的典
范”等好评。

★嘉鱼县官桥镇官桥村

★咸安区桂花镇刘家桥村

咸宁这些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

【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赤壁市赤壁镇

美食大观

出行贴士

锅巴牛肉
记者 朱亚平

冬季游海南注意事项（1）

你去过几个？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

海南最近天气很好，中午还会觉得热。气候很适合
老年人，不必担心湿冷问题。但也有些注意事项：

1.海南旅游需要穿旅游鞋，不可穿皮鞋。其中墨镜、
遮阳伞、防晒霜是必需品。三亚的阳光很美，海滩也美，但
人要美就得使用护肤品。SPF30以上防晒霜是必须配备
的，晒后镇定修护露、保湿喷雾、美白面膜等都可以带上。

2、出外旅游药物也要准备一点。抗过敏药、感冒药、
止泻药、止痛药、创可贴、眼药水、消毒棉球等。还有，要
吃海鲜，带点氟哌酸和黄连素。

3、海南还有很多有特色的岛服，但是不要贪图便宜
买低廉的岛服，那些都是会掉色、变形、质量很差。好的
牌子可以选三亚市服—丝妮雅服饰。

4、靠海吃海，海鲜当然是首选食品，但切不可过量
食用。不吃不洁食物，吃海鲜时，可适量喝点白酒和米醋，
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为防不测，需带消化药及消炎
药。吃海鲜后，一小时内不要食用冷饮、西瓜等食品，不要
马上去游泳，游泳后也不宜立即食用冷饮、西瓜、海鲜等食
品。小摊上的东西，如果没有当地朋友带领，最好不要吃。

5、海南水果丰富、有椰子、芒果、槟榔、火龙果、菠萝及
菠萝蜜等，街摊有售，不可过量食用，菠萝蜜不可以和蜂蜜
一起吃。面对喜欢的可带一些回家，机上办托运。水果要
买那种已经熟了的，否则带回来是永远也放不熟的。

韩国师生来访咸宁高中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讯员陈蕾报道：12月20日，韩国江原道

太白市长省女子高中尹泰炯校长率15位老师和同学访问咸宁高中。
该校通过课堂和课外与韩国朋友交流和合作，互相学习，互补长短，扩
大师生视眼，增进师生友谊，激发教学热情。在欢迎仪式上，咸宁校长
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咸高校长朱大浩致欢迎辞
尊敬的尹泰炯校长、老师及亲爱的韩国同学们：

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就
是因为有朋自韩国来。在此，我代表咸宁高中4000多名师生向韩国
江原道太白市长省女子高中的15位老师和同学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中韩交流，源远流长。你们的到访，不仅带来了贵校师生的深情
厚谊，也给我们送来了零距离亲近韩国文化、韩国教育的宝贵机会。为
促进中韩两国学校和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自2014年9月咸宁高
中与贵校结为友好学校以来，中韩两所高中将开展国际合作，并结下深
厚的友谊。今天，我们组织双方的同学面对面交流、手拉手交往、心连心
交融，对于创新办学理念、丰富办学内涵、提升办学质量，对于增长学生
的知识，增强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世界眼光，意义重大！

尊敬的韩国朋友，咸宁高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是全国首批
“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全国国防教育先进学校”“清华大学生源基
地”；长省女子高中也是一所办学成绩卓著的学校，非常注重学生全面
素质的培养。我们两校通过交流合作，互相学习，互补长短，也希望这
样的交流能给双方的师生带来更多快乐而丰富的体验与收获!

入冬后，吃货们都是各种讲究。重口味的人以火锅
为主，重养生的人以汤水为乐，我却一定惦念着一道硬菜
——锅巴牛肉。

第一次吃到锅巴牛肉时，是去咸安一亲戚家做客，吃
的是流水席，席上看到一道菜，一块像锅盖一样扣着的锅
巴，上面还铺着牛肉，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道菜叫什么。
再一次吃到这道菜时，是跟朋友一起在城区的某餐厅聚
餐，跟朋友打听才知道，它叫锅巴牛肉。自此之后，每次
外出吃饭，锅巴牛肉成了我的必点。

为什么喜欢吃这道硬菜，是觉得它确实很好吃。牛
肉滑嫩，锅巴香脆，入口后越嚼越香。

“锅巴牛肉的作法特别有讲究，要做好这道菜，火候
非常重要。”家住谭惠小区的吴师傅，从事中餐餐饮工作
20多年，他说，锅巴牛肉在他们餐厅里，是最好卖的一道
菜。

吴师傅说，因为作法比较讲究，所以这道菜在普通菜
中卖价也相对比较高，但吃过的人，都会觉得物超所值。

首先从选材上来看，锅巴牛肉所用的牛肉为牛身上
最嫩的牛里脊，牛里脊大部分都是脂肪含量低的精肉，口
感非常嫩。

作法：将事先准备的锅巴下锅炸酥，至色呈金黄时，
锅巴会上浮至油面，捞出放在一个大盘中备用。再把牛
肉切片，加少量油入锅爆炒。下姜、蒜片及玉兰片、木耳、
剁细的泡辣椒合炒，中间掺入少量的鲜肉汤，下盐、白糖、
味精、胡椒，加点苕粉勾芡，加醋，在热度较高的情况下，
肉片连料带汁一起倒入盛锅巴的大盘中。

锅巴发出“滋滋……”之声，香味飘溢，妙趣横生，人
在感官上也得到了一种特别的享受。

最近一次吃到锅巴牛肉是在母亲家里。母亲为了过
年的年会做准备，已经开始在家里研制新菜了。再次尝
到新鲜出炉的锅巴牛肉，惊喜而意外。意外的是我眼中
的硬菜变成了时时都能吃到的家常菜，惊喜的是味道中
多了一份家的温暖。

刘家桥村既是国家旅游名村，也是
湖北省旅游名村，四面环山，一水穿村
而过，几株古树掩映的刘家廊桥静立河
上，构成了一幅古朴而典雅的农家风俗
画卷。这是聚族而居四个世纪的古村
落，被誉为“楚天第一村”。

刘家桥古民居采用特点鲜明的徽
派建筑，具有明清古庄园建筑雏形。屋
内堂屋高大，巨梁横跨，雕梁画栋，房房
相连，廊道相通，迂回曲折；屋外青砖到
檐，青瓦盖顶，垛墙叙伸。整个建筑群门
庭严谨，屋宇绵亘，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官桥镇是湖北省特色旅游名镇，位
于湖北省嘉鱼县的南端，北靠长江与嘉
鱼县城相连，东畔西凉湖与咸宁相望、
南临赤壁与赤马港接壤，西有美丽的三
湖连江与密泉湖环抱。

官桥镇境内已连片发展天宝山庄、
玉龙岛庄园、林中湖、伴湖农庄、丁家曾
农庄、大禾现代农业园、花果山茶庄等
26家农家乐，形成“呼吸着乡村的气息、
坐在鱼塘边垂钓、品尝着农家菜”一体
化休闲游的旅游产业特色。

★嘉鱼县官桥镇

日前，记者从市旅游委获悉，随着全域旅游大发展，我市
多地获得国家级省级旅游名镇名村的殊荣。这些旅游名镇
名村各有特色，你去过几个？

赤壁镇既是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也是湖北省旅游名镇，赤壁市紧紧依托
资源优势，重点打造以赤壁镇为核心的
三国文化旅游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为提升景点品质，提高游客满意度，赤壁
古战场景区积极申报国家5A级旅游景
区，大力改造现有景点，增加新景点。

此外，该地深入打造观光农业项目，
带动旅游多样化。据介绍，赤壁镇境内
有九毫堤村和东柳村二大果蔬基地，是
赤壁市“中国绿色生态产业展览交易基

地”的示范区。三国赤壁古战场也是其
重要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来此
地旅游。

咸安区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指挥部遗失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咸安区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L5360000082801， 账 号 ：
20242120200100000209021，特声明作废。

湖北鑫九龙矿业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行工行
嘉鱼支行印鉴章一套（财务专用章、原法人余世
文印章），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扶贫开发办公室遗失湖北省
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两份，票号为：
01638003、01638004，特声明作废。

通山县立安水泥管厂经冷水坪村于2017年
9月18日在厦铺镇财务所开据的湖北省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已遗失，编号：
0537590，特声明作废。

武汉田野牧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崇阳分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23MA48BJ564E，特声明作废。

李 秀 花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证 号 ：
42232519740219544151，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遗失湖北省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一张（第四联），编号：0067351199，
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新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湖北咸
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泉支行基本存
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0000899401，
账号：82010000001504185，特声明作废。

湖北省三胜教育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422301000023281，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农业机械管理局遗失湖北省
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两张（第一联），
号码：00967736（金额 2799.30 元）、00967737
（金额933.10元），特声明作废。

廖辉遗失残疾军人证，证号：鄂军L029140，
特声明作废。

湖北佳成律师事务所遗失黄琪私章一枚，特
声明作废。

赤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遗失湖北省
非 税 收 入 通 用 票 据 一 本 ，票 号 ：
00790501-00790550，特声明作废。

温泉烟雨楼烟酒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证号：422301198610080546，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京诚汽车配件中心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本，证号：422301197411210614，特声
明作废。

湖北薪胜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0MA488JAXOL，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12月29日
上午9时在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车牌号鄂
L01178金杯SY6483F3小型客车一辆，初始
登记日期：2006年1月和车牌号鄂L53111
雪佛兰SGM7201SXAT小型轿车一辆，初
始登记日期：2007年1月。

展示时间：2017年12月26日至12月
28日，展示地点：咸宁市农行指定存放地。

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身份证明在2017年12
月28日下午4时前交纳1万元竞买保证金到
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报名手续。

公司地址：咸宁市温泉邮电路特1号
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刘先生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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