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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米烧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糯米是咸宁人生活中很常见，也是很多喜欢烹饪
的人很熟悉的食材。除了包粽子、压糍粑，咸宁街头还
有常见的糯米烧麦，既好吃又营养。

关于“烧麦”二字的来历，有多种说法。早年的烧
麦都在茶馆出售，食客一边喝着浓酽酽的砖茶或各种
小叶茶，一边就着吃热腾腾的烧麦，故烧麦又称“捎
卖”，意即“捎带着卖”之意；也有人说因为烧麦的边稍
皱折如花，故又称之为“稍美”，意即“卖相美丽”；还有
一种说法是，烧麦因其边像快熟的麦穗，故改名为烧
麦。现今烧麦已成了美味可口的主食，所以约定俗成
叫“烧麦”。

烧麦有两种做法，可以蒸着吃也可以煎着吃，每一
种做法都有特殊的味道。我喜欢蒸烧麦，烧麦上锅大约
1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桌，而且一定要趁热吃才最好。

不过，咸宁街头的烧麦一般是早上出售，现做现
卖，过了时间点可能就吃不着了。为了能随时吃到美
味，我决定自己在家做烧麦。

烧麦的做法很简单。先准备好面皮、糯米、肉和香
葱。面皮可以买现成的，也可以自己擀。为了省事，我
提前在超市买好了面皮。

将糯米倒在蒸锅里蒸半小时。肉要在打肉机里打
得又碎又细，再把香葱切细，能和肉馅均匀混合就可以。

这几样准备好了，就把糯米、肉糜和香葱揉成一坨
做馅。用面皮将馅包起来，最好让馅露出一点点，蒸熟
后就会像一朵绽放的花。

将包好的烧麦放入蒸锅，蒸上十分钟，水气里就散
发出诱人的香味。揭开锅盖，轻轻夹起一个个像小塔
一样的烧麦，放在盘子里。

趁热咬开尝一尝，白亮晶莹的糯米，嫩红的肉，翠
绿的香葱，调配得恰到好处。用筷子一夹，烧麦皮薄如
纸、晶莹剔透、柔韧不裂。蘸点山西老醋，用牙一咬，鲜
香扑鼻，一会儿我就能消灭掉一大盘！

因为烧麦馅料里有糯米，不好消化，而且包着鲜
肉，多吃会油腻，所以我一般会搭配一杯砖茶，汤既能
享受美食，又可以解腻促消化。

咸宁的大街小巷里，还隐藏着很多烧麦做得好的
早点摊。这些店虽然没有豪华的门面，单凭口口相传，
每家都有一批固定的食客。不管是寒冬酷暑，大早上
来一笼香喷喷热乎乎的糯米烧麦，接下来的一整天都
有精气神儿！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咸宁银监分局批准, 湖北咸安长江村
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贺胜桥支行获

准开业，现予以公告。

2018年3月27日

机构名称：湖北咸安长江村镇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贺胜桥支行

发证日期: 2018年3月26日
机构地址及邮政编码：湖北省咸

宁市咸安区贺胜桥镇贺胜街（名人超
市旁），437000

机构编码：S0065S342120005
许可证流水号:00598809
联系电话：1897283028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咸宁银监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咸宁银监分局批准, 湖北赤壁长江村
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陆水湖支行获

准开业，现予以公告。

2018年3月27日

机构名称：湖北赤壁长江村镇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陆水湖支行

发证日期: 2018年3月26日
机构地址及邮政编码：湖北省赤

壁市陆水湖风景区办事处桂花树路
805栋，437300

机构编码：S0066S34212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598808
联系电话：1872780233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咸宁银监分局

古战场上春意浓
风乍暖，日初长，袅垂杨。一双舞燕，万点飞花，满地斜阳。又是一年好春光，赏花踏

青好时节，带上家人，邀上朋友，去三国赤壁古战场吧！

景区观光路线
去程路线：三国雕塑园—拜风台—周瑜雕像
返程路线：周瑜雕像—马场—得胜桥
景区观光车运营时间：上午9：00—下午17：30
景区观光船码头：三国古街 运营时间 上

午8：30—下午17：30
景区游览线路：
游客中心→赤壁谯楼→神武台→钟鼓楼→三

十六计→舌战堂→阅书亭→凤雏菴→三国雕塑园
→拜风台→射箭台→周瑜雕像→摩崖石刻→翼江
亭→水兵校场→赤壁大战陈列馆→民俗街→豪杰
沙场→得胜桥→金城→土城→古街入口

赫赫有名的“赤壁摩崖石刻”，赤壁二字各长150厘
米，宽104厘米。《湖北通志》记载“赤壁”二字，乃周瑜所
书。

摩崖石刻 周瑜雕像

周瑜雕像落成于1990年，由湖北省博物馆设计。雕
像底座宽高各2米，长3米，人像高6.58米，由26块花岗
岩雕砌而成，它的造型揉合了汉画像石刻、北魏石刻和现
代建筑艺术的三重特点。

拜风台，又名武侯宫。拜风台就是当年诸葛亮祭借
东风的古遗址，当时的祭风台是临时搭建的一个土台子，
台高9尺，分上、中、下三层，可容纳士兵120名。当然，经
过1700多年的风雨洗礼，过去的土台子已不复存在。

拜风台

凤雏菴为庞统隐居之所，后始建于西晋初年，重修
于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原为五重大殿，因毁
于战火，今仅存最上一重。

翼江亭原为周瑜的前沿观察哨和指挥所，因赤壁山
如鲲鹏的翅膀斜插江心而得名，由辛亥功臣、国民党师长
蔡汉卿重建。

赤壁大战陈列馆是我国第一个以战史为主题的专题
陈列馆，总面积2069平方米，耗资450万元，于1994年建
成。它远看既象风火轮，又似周瑜头盔；近看似战船。

赤壁碑廊是于1986年建成，廊内有25块大理石碑
刻镶嵌在墙壁上，诗词为古代名人咏诵赤壁的精品，由
现代书法家王遐举、任政、吴丈蜀、周韶华等书写，武汉
市“东方画廊”承制。

人去物存，相传此银杏树是庞统亲手所栽。距今已
有1800多年的历史。银杏树是古代银杏类植物在地球
上存活的唯一品种，因此植物学家把它看作是植物“活
化石”。

赤壁塔是景区的最高点，可供游客登高瞭望。塔高
7层49米，建筑风格似汉阙，是汉代建筑模式，不同于佛
教文化中的宝塔。站在赤壁塔上，对赤壁古战场可一览
无余，使人神思高远，遥想当年那场规模宏大的战争。

金城为三国赤壁之战时东吴军队布下的著名七星
八卦大阵中最强战阵，金城中是层层设防，我们可以看
到城中瓮城、陷阱、狼牙拍连成一片，后方军市、粮油供
应市场一应俱全，战时全力保障一线。

土城是三国赤壁之战时期，全力为一线将士提供生
产、装备、生活的后勤基地，平时又是士兵及家属易货交
易及大集市。这个大集市有很多赤壁知名的特产，供大
家品尝或者选购。

凤雏菴 翼江亭 赤壁大战陈列馆

赤壁碑廊 千年银杏树 赤壁塔

金城 土城 春季出游谨防花粉过敏
春暖花开，出行的人越来越多，但一定要注意花粉

过敏。
有些人在花丛前呆久了，会出现头昏脑涨，咽喉肿

痛等症状。因为有些花会释放一种对人体有害的气体，
久与花为伴会造成慢性中毒。所以春季踏青需防花毒
和花粉过敏 。

另外，要防止面瘫，春天是易发面瘫的季节，而造
成旅游者面瘫的罪魁祸首就是春风。旅游者长期出
门，脸部暴露在风中，极易被风所寒，致使全身经络阻
滞 。旅游者一改动不动就“迎风而立，逆风飞扬”的习
惯就可万事无忧了。

春光明媚，勿忘护眼。由于人的眼睛直接暴露于
外界，是受日光照射最充分的部位，极易招致紫外线损
伤。为了防止日光中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在室外活
动时要尽量戴有色眼镜，或戴有沿帽子，避免直接仰视
太阳光，外出旅行时应尽量使用遮阳伞，尽量避免上午
10点至下午2点做室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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