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小长假期间，全市共接待旅游者126.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8.6亿元,同比增长

19.8%和18.9%。这丰硕成果和喜人前景，离不开咸宁特有的旅游资源实力，更离不开为

游客保驾护航的“2018旅游护航行动”。

专项整治行动为期五个月

6月中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旅游委组建了旅
游市场专项行动联合专班，市旅游委质量管理科、旅游
执法监察支队出专人开展了面向全市的旅游市场专项
整治行动。这标志着为期5个月的“2018旅游护航行
动”正式拉开帷幕。

此次行动以旅游景区景点、旅游交通枢纽、旅游定
点单位、旅游相关市场、旅游相关企业为重点对象，以
旅游市场准入管理、旅游商品管理、旅游经营行为管
理、旅游合同管理、旅游广告管理、旅游投诉举报管理
为重点内容，摸底排查。以问题为导向，充分发挥旅游
市场监管分局、旅游市场监察执法支队专业指导和涉
旅景区景点工商所“一线监管”的优势，加大监管执法
力度，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实现涉旅经营者“商品
无假冒、服务无欺诈、投诉无障碍”目标。

同时以此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咸宁旅游综合执法“1+
3+N”模式改革，打造全程化服务、全方位管理的高质量
全域旅游发展格局，促进咸宁旅游业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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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

出行贴士

松鼠桂鱼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松鼠桂鱼又名松鼠鳜鱼，是咸宁饭馆、酒店宴请宾
客时常见的一道名菜。当炸好的鳜鱼（或桂鱼）上桌
时，随即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因活像一只松鼠而得
名。

关于松鼠桂鱼，还有一个故事。传说，乾隆下江南
时，一次信步来到民间某家酒楼，见湖中游着条条桂
鱼，便要提来食用，当时那鱼是用作敬神的祭品，不能
食之，但圣命难违，当差的只好与厨师商量，最后，决定
取鱼头做鼠，以避“神鱼”之罪。

当一盘松鼠桂鱼端上桌时，只见尺把长的桂鱼在
盘中昂头翘尾，鱼身已去骨，并剞上花刀，油炸后，浇上
番茄汁，甜酸适口，外酥里嫩，一块入口，满口香。乾隆
吃罢，连声叫绝。

咸安某家饭馆的老师傅，做松鼠桂鱼是一绝。有
幸见过老师傅做鱼，光看过程就是一种享受。无奈实
在不是我这种手笨之人学得会的，只能将“战术”姑且
存下。

老师傅的第一个步骤，自然是将桂鱼去鳞及鳃，剖
腹去内脏洗净沥干。各种配料洗净备用。

做松鼠桂鱼，极其考验刀工。老师傅按住鱼身，把
鱼头切下。再按住鱼身，用刀把鱼肉贴着骨头片开（尾
巴不要片开），翻面再片开另一片鱼肉，然后把鱼肚子
处带刺的肉给片掉。割下的两片鱼肉，皮朝下在鱼肉
上先直剞，再斜剞，深至鱼皮成菱形刀纹。

用料酒、精盐调匀，分别抹在鱼头和鱼肉上。再滚
上干淀粉，用手拎鱼尾抖去余粉。

炒锅用大火烧热下油，烧至八成热时，用手倒拎住
鱼肉，把锅中烧热的油从上往下浇在鱼肉上。再将两
片鱼肉支起鱼尾，放入油锅稍炸使其成形。之后将鱼
全部放入油锅炸，至金黄色捞起，放入盘中。

鱼头入油锅炸成金黄色（入锅炸时，用筷子按压鱼
头，让其下巴部位展开定型）。炸好后，装上鱼头和鱼
肉拼成整条鱼的形状，头部和尾部要翘起。

松鼠桂鱼光做好造型还不够，调味的酱汁是点睛
之笔。老师傅会根据大众的口味，将番茄酱放入碗内
加鲜汤、糖、香醋、料酒、酱油、湿淀粉拌成调味汁。

锅内留油少许，放葱段煸香捞出，加蒜瓣末、笋丁、
香菇丁、豌豆、虾仁炒熟，下调味汁用大火烧浓后，淋上
麻油。起锅浇在鱼身上即成。

这道菜品制成后，形如松鼠、外脆里嫩、色泽橘黄，
酸甜适口，并有松红香味。

高原旅游必备常识（二）
高原旅游在做好了思想和物质上的充分准备后，

就可以出发了。为了尽可能减少不适，在高原骑行期
间，必须严格遵守以下事项。

多饮水：进入高原后要不断少量喝水，以预防血
栓。一般每天需补充4000毫升液体。因湿度较低，嘴
唇容易干裂，除了大量喝水，还可以外用润唇膏改善症
状。

戒烟：一氧化碳是香烟的重要产物，它与血红蛋白
的亲合力是氧气的250-300倍，如果在高原地区大量
抽烟，将明显加重高原反应。

学会正确的呼吸方法：运动试验证明，腹式呼吸比
胸式呼吸更为规律和有节奏。这旅游者在行走或攀登
时，可将双手置于臀部，使手臂、锁骨、肩胛骨及腰部以上
躯干的肌肉作辅助呼吸，以增加呼吸系统的活动能力。

防辐射：高原的紫外线强度大，极易损伤皮肤和眼
睛，特别是在雪地。因此，尽量避免将皮肤裸露在外。
可以戴上防紫外线的遮阳镜和撑遮阳伞，在可能暴露
的皮肤上涂上防晒霜也是一个好主意。

加强旅游商品管理

咸宁旅游商品琳琅满目，加强旅游商品的规范管
理、加强旅游经营行为也是本次活动的重要任务之
一。在检查现场，行动小组认真核查了旅游商品的原
产地、包装、有效期、标识及是否经销“三无”、“三期”不
全等商品；同时检查了专营、专卖是否具有许可证件、
是否购销台账、索证索票齐全等。

本次“护航行动”将持续5个月，彻底摸排，重点整
治，坚决落实，肃清市场，为游客提供优良的旅游环境，
让他们游得开心，玩得放心。

本次活动将为发展推进咸宁全域旅游建设，进一
步推进旅游综合执法改革工作，打造高质量旅游发展
格局，全面促进旅游业更快更好发展，加速实现绿色崛
起，奠定优良基础。

全域旅游，我们在行动
——我市开展“2018年旅游护航行动”

通讯员 柴倩

加强旅游市场准入管理
旅游市场的准入管理及旅游合同管理是本次专项

行动重点整治内容，旅行社是否证照齐全、是否具备经
营条件，是否进行过相应的经营资质和登记事项，是否
有超出核准经营范围的事情发生，旅游合同是否存在
霸王条款以及补充合同是否按约履行等。

在旅行社，执法人员认真核查旅行社资质、旅游主
体资质、旅游广告规范管理等。

半城绿树半城楼，这是绿城南宁给人
的印象。

六月精阳，紫薇花粲然怒放，可满街
最抓人眼球的，还是这一树树果儿。

脑海里，犹记得冬日里果树开花的样
子，细细碎碎，或素白，或淡黄，满枝满桠
都是，不觉间，已然到了成熟的季节。民
族大道、竹溪大道、龙岗大道，还有柳沙半
岛，平日里常走动的几个地方，路边的每
一棵果树上，几乎都挂满了果，沉甸甸的，
惹人喜爱。有芒果，有扁桃，有荔枝，偶尔
还能瞥见一两棵高大的木菠萝树，累累果
实从枝头往下坠，不用伸手，一仰头就在
眼皮底下。

扁桃圆润，颗颗饱满，像一颗颗硕大
的珍珠，挂在树的耳坠下，在风中摇啊
摇。这种果儿核大肉薄，并不适宜过多食
用，但扁桃树树干笔直，四季葱茏，倒是做
景观树的上选，南宁的主干道上，向来少
不了它们俊美的身影。

盛夏时节，最常见的还是芒果。芒果
比扁桃大，形状不一，有的像鸡蛋，有的像
鹰嘴，有的像象牙。未成熟的芒果大多呈
青绿色，成熟后的芒果色泽丰富，或碧绿，
或橙黄，或橘红。这些色彩也不全是单一
的，我见过一种彩色的芒果，宛若七彩的
虹，各种颜色杂揉在一起，看上去像谁不
小心打翻了调色盘，十分绚丽。

木菠萝硕大，挂在树干上，随意从树根
一直长到树梢上。荔枝渐渐红了，有黑叶

荔、桂味、糯米糍、妃子笑等，品种繁多，色泽
鲜艳，无时无刻不在挑逗着人的味蕾。

当代诗人舒婷在诗歌《芒果树》中写
到：“有人把芒果寄到遥远的北方，在那
里，它引起遐想和敬畏。”

就在几天前，在路上遇到一个阿姨，
她手上捧着几个青色的果儿，正在问路边
一对年轻夫妇：“这是什么果？”那女孩瞧了
一眼，说：“大概是芒果，或者是扁桃吧，我
也不确定。”一脸的腼腆，语气支支吾吾。

我不由地放慢了行进的脚步。眼前
的阿姨，60岁上下，带着一副眼镜，夹带
明显的北方口音，应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北
方人。我说：“这是芒果，不是扁桃，现在
满大街果树上挂的，大多是这种果儿。”

阿姨笑了笑，说她刚从树下经过，随
意在地上捡起了这几个落果，看着与商店
里卖的芒果差不多，可又不敢确定。“那么
金贵的果儿，怎么这儿满大街都是呢？”阿
姨一脸狐疑。未了，她欣欣然地说了一
句：“看着这满街满树的果，心情真好啊！”

多美的一声赞叹啊！而这，何曾不也
是对南宁这座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奖”城
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
最美赞誉？

六月南宁果满街
○ 李庆益

我和妻子同30名校友到邢台旅游，专
程去了天河山。

此山位于河北和山西交界的地方，属
太行山余脉，海拔近1500米，方圆30平方
公里，其最近处距邢台市区50公里。

很久以来，这一地区广泛流传着牛郎
和织女的故事，山上有大量传说的遗迹，据
此人们又称之为爱情山、情侣山。

上山游览，有两条路，分别为旱路和水
路，最佳的游览路线是从水路上山，从旱路
下山。导游一再强调水路艰难和危险，尽
管我腿还有毛病，行动受限，但在同伴的鼓
励下，与他们一起走上了水路。

水路在峡谷中，沿途几乎没有台阶，连
羊肠小道也没有，人只能踩在石窝上，石窝
大半是为了开发旅游而修的，仅一个成人
脚掌大小，不容易站稳，又因为有水，脚下
湿滑。幸亏路边有栏杆，跟着大部队，每走
一步我都要握紧栏杆，小心翼翼。

泉水从山上流下来，在路边，形成了多
个大大小小的水面，滴泪崖下的湖就是较
大的一处，面积相当两个篮球场，湖面上露
出一个个石桩，供游人行走、玩耍、拍照，几
位大妈站在上面照相，颤颤巍巍，让岸边的
人看着为她们担心，一个二十六七的青年
抱着孩子在上边走来走去，嬉笑如常，受到
人们称赞。面积小一点的形成了深不见底
的水潭，有的潭里面还飘着一根绳子，据说
如果游人掉入潭内可以拽着绳子上来。

一路走来，泉水潺潺，在山间石壁上激

起水花飞溅，常常濯湿游人的衣服，但人们
还是喜欢它，喜欢它的清澈与纯净，和高耸
着的青山搭配，一幅活生生的立体山水画，
画中潭的水平如镜，倒映着头顶上的蓝天、
白云，令人赏心悦目。

两山之间，有一座小桥，名为“鹊桥”。
在牛郎织女的故事中，喜鹊为他们的坚贞
爱情所感动，在茫茫的天河上搭起了一座
桥，让这对有情人每年相会一次，人们赞美
喜鹊的献身精神，称这桥为“鹊桥”。水路
上，一座小桥也叫“鹊桥”，但凡来这里的，
都要去桥上走一走。不知道人们倚在桥的
栏杆上，远眺什么？能在桥下哗哗的流水
声中听到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走鹊
桥的感觉，更不知道他们从桥这头走到桥
那头能不能找到亲人？

天河山顶有两座山峰，酷似牛郎织女，
那一双儿女也惟妙惟肖，呼之欲出。我想
历史上如果真的有此二人，也应该会感到
欣慰了。他们头像如两座山峰，立于山顶，
受到千百万人的景仰。人们赞扬牛郎，赞
扬他的勤劳与善良，人们赞颂织女，赞颂她
的美丽和聪明。这些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
德，应该发扬光大。

我和妻子沿着旱路返回，确如导游所
说，比水路好走多了，层层的花岗岩台阶从
山顶一直延绵到山下，又够尺寸，衔接又
好，没有栏杆，游人下山也用不着扶栏杆，
我们一边环顾左右，欣赏着天河山的巍巍
雄姿，一边迈着轻松的步伐下山了。

天河山纪游
○ 李古瑜

6月21日，市教育局、市消防支队联合在市实
验小学举行“暑期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
式，由此拉开了我市暑期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
帷幕。市消防支队支队长林彬，市教育局副局长
汪金月，市实验小学校长杜小清、副校长朱辉、刘
安平及实验小学全体师生、媒体记者约600余人
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由温泉消防大队大队长徐
天勇主持。此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学校消防安全
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师生的消防安全素质和自防
自救能力，

启动仪式上，市实验小学校长杜小清致词，市
教育局副局长汪金月传达了《关于开展暑期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行动的通知》，指出此次暑期消防安
全宣传教育活动主要的目的，就是从学校入手，让
师生通过暑假作业，学会查找隐患、举报隐患；通
过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消防知识大普测、消防科
普大培训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消
防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广大师生消防安全意识。
通过师生的家庭带动农村、城市，从而全面提升全
社会火灾防控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
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实验小学

副校长刘安平倡导同学们在学习文化知识同时，
牢固树立安全防火意识，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积极主动地了解、关注、参与、学习消防，不断提高
自我防护能力。

市消防支队支队长林彬要求所有参加活动的
同学要通过参观学习完成一次暑期家庭消防作
业，要制作一份家庭逃生疏散计划，完成一次家庭
逃生演练；开展一次家庭火灾隐患排查，整改家庭
火灾隐患，建设平安家园，切实把学习成果转用到
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时刻注意消防安全，确保家庭
安全和校园安全。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加大消防
公益宣传力度，最大限度地扩大消防宣传的覆盖
面，动员全民、积极参与，同心协力做好身边的消
防安全工作，为夏季火灾防控工作打下坚实的基
础。

随后，消防官兵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全校师
生讲解了什么是火灾隐患、如何辨别火灾隐患、日
常隐患排查；火灾报警、隐患举报、常用消防器材
讲解示范以及火灾初期的扑救措施和火场逃生自
救知识等消防安全理论知识，并现场组织师生开
展模拟逃生疏散演练。随后官兵采取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方法，讲授了灭火器的操作使用，并组织
师生利用干粉灭火器材扑救初期火灾。

“今天的活动很有趣，消防叔叔们给我们带来
了许多以前没见过的东西，我也学到了很多消防知
识，回家以后我一定将今天的事情告诉给爸爸妈
妈，让他们也关注消防安全。”该校一名学生说道。

现场师生积极踊跃地在“暑期消防安全宣传
教育”活动签名行动横幅上签名，表达自己关注消
防、学习消防、参与消防的决心。现场为师生们发
放家庭隐患排查表、消防知识测试试卷，布置了一
份暑假家庭消防安全作业。期间，湖北电视综合
频道对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咸宁日报、咸宁广播
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现场对活动进行采访报道。此
次，启动仪式现场气氛生动而活泼，教育启发作用
明显，营造了“人人学习消防，人人关心消防”的浓
厚氛围。

目前，市消防支队、市教育局及学校共同印制
社区、家庭隐患排查表、暑假消防安全知识测试题
50万余份发放至各学校。各地公安消防、教育部
门正按照通知要求，针对学生群体组织开展丰富
多彩的暑期宣传教育活动。

我市启动暑期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记者 汪俊东 实习生 周莹 通讯员 王异飞 朱燕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