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山湿地公园总面积 2248.76 公顷，其中湿地面积
1229.5公顷，湿地率达54.69%。2013年1月，被国家林业局
作为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造。

4年多来，崇阳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科学修复、合理利
用、持续发展”的原则，按照总体规划，建设湿地保育区、恢复
重建区、合理利用区、宣传教育区和综合管理区。先后整合农
业、林业、水利、交通、扶贫、移民等部门项目资金，精准发力，
投入近亿元资金治理青山库区山水环境，积极开展湿地公园
保护性生态恢复、生态旅游工作。

湖北崇阳青山国家湿地公园的主体——青山水库，是典
型的人工塘库湿地，是一个以保护水资源为主，兼顾城镇供
水、防洪、灌溉、发电、旅游休闲等综合效益的重要湿地工程。

公园内水陆库汊交错有致，500多个大小岛屿为众多生
物提供了繁衍栖息的场所。它们不仅与层次分明的植被形成
了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还与周边的森林、草地构成了融山水
于一体的湿地一草地一森林复合生态系统。

咸宁拥有好山好水好风光，湿地资源数不胜数，还包括下
面这几个山水胜境。

1月18日，泰康保险集团斥资23亿元在
西南地区投资兴建的国际标准医养社区
——泰康之家·蜀园在成都正式落成。作为
辐射大西南地区的首家旗舰医养社区，蜀园
建筑面积约21万平米，提供1800户养老单
元，并配建蜀园医院，医院将于今年3月份开
业运营。

据四川省政府办公厅数据显示，本省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居全国第二位。人口老
龄化带来养老需求的不断攀升，但高品质养
老供给却极度缺乏。此次落成的蜀园是泰康
在北京燕园、上海申园、广州粤园成功运营后
的第四家持续照护医养社区，标志着“一个社
区、一家医院”的创新型医养融合模式在西南
地区实现破局。

近期，泰康保险集团不断加大在大健康
产业的投入，1月12日泰康获得了天府新区
医疗用地，将打造医教研一体化的泰康西南
医学中心；2018年开年，泰康医养社区接连
新增南昌、厦门、沈阳三地布局，已形成了全
国十一城联动格局，持续领跑国内高品质养
老市场。

蜀园首期获市场高度认可，
客户多看重医养融合专业服务

自蜀园开放预订以来，泰康创新的医养
融合养老模式受到了本区域长辈的高度欢
迎。据悉，蜀园一期开业首月计划入住率将
达七成左右。谈到选择蜀园的原因，绝大多
数客户表示最看重社区的医疗配套和专业
服务。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群体面临的多病
共存、功能障碍等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泰
康之家·蜀园预订客户平均年龄78岁，其中
73%的居民需要长期服用各种药物。

蜀园创新实践“一个社区，一家医院”的
医养融合理念，配建的蜀园医院将于2018
年3月开业运营，以康复和老年病为特色，着
力发展老年康复、老年全科、老年急救三大
学科，以长期健康管理为目标，以老年医学
为中枢，整合急症转诊、长期护理、预防保健
及康复治疗的医养康护体系，形成急救—慢
病管理—康复的三重防线，为居民提供全方
位全周期的医疗保障。据悉，蜀园医院还与
成都市多家知名医院签订双向转诊协议，开
通绿色急救与转诊通道，为居民生命安全提
供保障。

蜀园引入国际标准的CCRC持续照料养
老模式，除独立生活业态外，还提供协助生
活、专业护理、记忆障碍照护等服务业态，都
将于一期同步投入市场，覆盖老年人的各个
阶段，当长辈身体状况发生变化时都能得到
适宜的专业照顾。

高素质客群择邻而居，
泰康文化养老提升长辈社会价值感

“随着长辈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不断退
化，骨子里更害怕被抛弃、被边缘化。因此，
养老最核心的需求是排解孤独，让长辈有社
会价值感。”泰康保险集团副总裁兼泰康之家
首席执行官刘挺军表示。

蜀园社区配套高品质全功能会所，由著名
的建筑设计师莫平操刀设计，采用川西民居院
落式建筑风格，充分满足四川人“慢、耍、泡”的
生活方式。为丰富居民的社交与文化生活，蜀
园乐泰学院规划了游泳、合唱、舞蹈、台球、国
画、健身、瑜伽等十几个俱乐部，其中独具巴蜀
文化特色的麻将社及西南民族舞蹈社格外引
人注目。蜀园在落成前就已经针对预订居民
提前开放了书法、手工制作、健身操等大学课
程，受到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广泛好评。

据统计，蜀园即将入住的客户中超过
80%比例为大学教授、科研专家、企业高管、
退休干部等，这些高素质居民群体聚在一起
将形成独特的社区文化，融入各自的精神思
想和文化品位，不断增进交流彼此滋养。巴
蜀鬼才魏明伦先生就有诸多文化届朋友住在
泰康各地的养老社区，魏老表示，“千金宅，万
金邻，择邻而居非常重要。蜀园居民的文化
素养都非常高，崇尚礼仪，彼此之间的友善交
流能让长辈减轻孤独感。”

随着蜀园的落成，这里的居民即将畅享
医养融合、候鸟连锁、文化养老、居民自治的
特色生活。此前，泰康创新的养老模式已经

在燕园、申园、粤园获得客户大力点赞。自
2015年燕园开业以来，泰康养老社区入住率
和满意度实现双高，燕园、申园开业仅一年多
独立生活区入住率过90%，2017年8月燕园
二期投入运营，新投入市场的216户在此前
即预订一空。

发挥保险本质，
泰康深化医养全国布局

在四川，除了蜀园和蜀园医院，泰康还将
在天府新区打造集医教研于一体的泰康西南
医学中心，将按照国内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设
置标准和国际JCI认证标准，采用国际领先
的“综合门急诊+专科中心集群”模式建设和
运营，规划床位不低于600张，预计于2021
年落成，服务成都、辐射西南。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
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
展。”泰康目前已搭建起“三级医院临床诊疗+
社区配建康复医院+CCRC持续关爱社区”三
层次医养服务体系，不断加速在医疗、养老实
体全国化、网络化、体系化的布局和发展。

泰康于2009年率先获得保监会批准，成
为第一个用保险资金投资医疗养老的试点，至
今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三亚、苏
州、杭州、南昌、厦门、沈阳等11个核心城市投
资建设大规模、全功能、国际标准的医养社区，
配建医疗机构，形成全国十一城联动布局，全
面覆盖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东北等各
区域，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连锁养老机构。

近年来，泰康充分发挥保险资金优势，积
极探索社会办医，稳步建设国际水平、中国领
先的现代医疗体系。2015年，泰康战略投资
南京市仙林鼓楼医院（现泰康仙林鼓楼医院），
赢得国内险企第一张公立三级医院牌照；
2015年至2017年，泰康燕园康复医院、申园
康复医院、粤园医院成功运营，打造TKR泰康
国际标准康复体系;同时，随着泰康仙林鼓楼
医院正式平稳运营，泰康同济（武汉）医院实质
建设启动。此外，泰康战略投资和美医疗、淮
海医疗等，稳步推进医疗立体网络布局。

泰康专注医疗、养老投资，不仅符合其资
金属性，更重要的是医养与保险主业有着强
大的协同性，可以将保险的人文关怀本质发
挥得淋漓尽致。过去，保险是一个财产解决
方案，今天，在泰康的模式下已经成为综合的
解决方案，照顾人的生老病死。泰康保险集
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表示：“保险是
最具人文关怀的产业，医疗、养老是保险业自
然的延伸，泰康的战略是以大健康为核心，围
绕保险、资管、医养推进业务，让人们更健康、
更长寿、更富足。”

泰康第四家医养社区蜀园落成 十一城联动加速医养全国化布局

1月12日，泰康在四川成都成功摘
得天府新区医疗用地，将打造集医教研
于一体、全面对接国内外保险直付体
系，服务成都、辐射西南区域的高端国
际化医学中心——泰康西南医学中心。

泰康西南医学中心将按照国内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设置标准和国际JCI
认证标准，采用国际领先的“综合门急
诊+专科中心集群”模式建设和运营，
规划床位不低于600张，预计于2021
年落成。

成都是泰康大健康产业布局的核
心战略城市。 2018年1月18日，蜀

园将迎来精彩绽放。随后，社区配建
的泰康蜀园医院也将投入运营。泰康
多层级医疗、养老服务将覆盖人们疑
难重症、常见病诊疗、康复、长期护理、
慢病管理、健康管理等全方位全过程
健康需求。

泰康西南医学中心项目将发挥泰
康保险优势，全面对接国内外保险直
付体系，打造健康险与医疗体系生态
闭环，在医院建立商业医保支付渠道，
针对分级诊疗、重大疾病、长期护理等
不同需要，研发相应保险产品，提高患
者的支付能力，形成医院、保险、患者、

社会各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至此，泰康搭建的“区域性国际医

疗中心＋社区配建康复医院＋参股特
定医疗机构资源”的三层次医疗战略
版图上又添关键一子。2015年泰康
战略投资南京市仙林鼓楼医院（现泰
康仙林鼓楼医院），赢得国内险企第一
张公立三级医院牌照；2015年至2017
年，泰康燕园康复医院、申园康复医
院、粤园医院成功运营，打造TKR泰
康国际标准康复体系;同时，随着泰康
仙林鼓楼医院正式平稳运营，泰康同
济（武汉）医院实质建设启动。

泰康西南医学中心项目落地 打造西南区域医教研一体化国际医学中心

天府新区锦江生态带鸟瞰图 2018年1月18日，泰康之家蜀园落成

赤壁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陆水湖是国家级重点旅游
风景名胜区，水湖水域面积57平方公里，蓄水量7.2亿立方
米。湖中800多个岛屿星罗棋布。最大的岛有100多公
顷，最小的如一叶扁舟。陆水湖风景区以山幽、林绿、水
清、岛秀闻名遐迩，是避暑消闲、旅游度假、康复疗养及水
上运动的理想之地。

赤壁陆水湖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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糍粑鱼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逛逛咸宁的湿地公园

向阳湖湿地公园总面积5952公顷，湿地面积5064公
顷，湿地率为85.08%。这里是野生动植物的乐园，更是成
千上万民众的生命摇篮。

咸安向阳湖湿地公园

富水湖规划面积3822公顷，其中湿地面积为2835公
顷，湖区山水相连，景色优美，湿地动植物资源丰富，是通
山的生态屏障和生态名片，也是湿地科普宣传和教育的
示范基地。

通山富水湖湿地公园

糍粑鱼是具有浓厚的湖北乡土气息的
传统名菜，是以鱼肉为主料，经过腌渍、晾干
后煎烧而成的，口味咸辣、香气扑鼻，佐餐能
增加饭量、佐酒可转换口味。

为啥叫糍粑鱼？是因为这道菜的烹制
过程与炕糍粑神似，且煎出的鱼大块整齐，
外酥里嫩，由此得名。

当第一块糍粑鱼吃到口中的时候，就明
白它为什么会让吃过的人都如此念念不忘
了，热辣辣的香气扑面而来，风味果然独具
一格。一道平凡的家常菜，要做出“色香味
俱全”，还真不容易。这不，我也雀跃欲试。

糍粑鱼的主料是草鱼，五六斤重为宜。
腌制鱼的调料，可以简单到只有盐和料酒，我
会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花椒、葱、姜、蒜之类。

这是一道考验耐心和定力的菜肴。腌
制前，鱼身需要斩成大块，将调料揉匀后密
封，如果天气够冷，直接放在阳台就可以，如
果气温不够低，就要放入冰箱冷冻室，腌制
三五天以上，腌好的鱼块，还得再放置阳光
下，充分“晾干”，去掉水分。

将风干的鱼块收回，平底煎锅内用少许
油“炕”至双面焦香金黄取出；锅内再次注
油，下花椒粒、干红椒以及冷冻过的腌制佐
料煸香，喷少许料酒、加入生抽、老抽(酌情添
加调色用)、湖北佬米酒拌匀后，下炕好的鱼
块，将鱼块及佐料掂匀稍加焖煮，转大火收
汁，起锅前浇少许陈醋，撒上炒香芝麻即可。

另起油锅放少量油，爆香姜末，花椒粒，
干辣椒段，倒入煎好的鱼块，放酱油，料酒，
一点点醋和糖，黑胡椒调味。

糍粑鱼的特别之处，就是烹调会用到浓
度较高的米酒。米酒自身就含有一定酒味，
可以有效去腥，同时酸中带甜，少量加入不
仅不会影响鱼的味道，反而给糍粑鱼平添一
味特别的香气。

糍粑鱼看起来复杂，其实做法简单，即
使是零厨艺的人，也可以毫无压力地做出
来。鱼块色泽金黄，外焦里嫩，再辅以佐料
的麻辣鲜香，好吃得让你停不下来。

整个珍湖湿地公园划分为生态保育区、恢复重建区、科
普宣教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5个功能区，将建成为集
保护保育、科普教育、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青少年自然知识
教育于一体的国家级湿地公园。

嘉鱼珍湖湿地公园

崇阳青山国家湿地公园

通城大溪国家湿地公园

大溪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通城县四庄乡的东北端，总
面 积 931.97 公 顷 ，湿 地 面 积 442.84 公 顷 ，湿 地 率
47.52%。拥有自然岛屿十多个，形成三面抱水，水面环山
的独特自然景观，被誉为“通城之肺”。

没有洞庭湖的波澜壮阔，没有鄱阳湖的烟波浩渺，通
城大溪湿地公园，多的是一分恬静，多的是一分秀美，多的
是一分奇特。

库塘水波粼粼，水草绿如地毯，远山层峦叠嶂，野鸭在
湖汊边嬉戏玩耍……河流、水库、洲滩、森林构成了一幅绝
佳的生态画卷。

泛舟水上，凉风夹着淡淡的草木花香扑面而来，直沁
肺腑。库区水域面积广阔，数十个岛屿星罗棋布，岛上原
始森林保存良好。

国家湿地公园对促进区域生态建设及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为
市民打造更优美的城市休闲旅游场所。同时，减少
城市发展对湿地环境的干扰和破坏，让城市更加富
有生命力。

近日，国家林业局印发《关于2017年试点国家
湿地公园验收情况的通知》，全国84处试点公园通
过验收，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

这次，咱们湖北一次就有10处湿地公园通过验
收，正式成为“国字号”，数量全国第一！这十大湖北
国字号公园分别为：襄阳长寿岛国家湿地公园、潜
江返湾湖国家湿地公园、咸宁通城大溪国家湿地
公园、咸宁崇阳青山国家湿地公园、荆门沙洋潘集
湖国家湿地公园、武汉江夏藏龙岛国家湿地公园、
十堰竹山圣水湖国家湿地公园、宜昌当阳青龙湖
国家湿地公园、十堰竹溪龙湖国家湿地公园、仙桃沙
湖国家湿地公园。

除了通城大溪、崇阳青山两个国家级湿地公园，
我们咸宁还有很多的湿地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