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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贴士

背起行囊，开始说走就走的旅行。
大巴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山下，盘山公

路蜿蜒崎岖，十分险峻，顺着弯弯曲曲的石
阶路往上走，很快，就在路旁杂树丛下，看
到了村碑“西厢村”。

“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隔墙花影
动，疑是玉人来。”我对《西厢记》中的戏文
是很熟悉的，但是这个西厢村不是张生、崔
莺莺的“西厢”，而是位于山东博山、章丘、
莱芜三地交界的一个小山村，始建于明
代。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刘氏茔田
碑》载：“我始祖自明初由枣强县迁居章丘

县博平庄……至吾十一世祖一支，当明末
清初，入山避乱，始迁居博山西乡……”以
往均载村名为“西乡”，后演变为“西厢”。

西厢村地处山谷中，群山环抱，盛夏的
气温比山下要低7至8摄氏度，感觉神清
气爽。山间小溪欢快奔腾着，溪水清澈甘
洌，由南向北贯穿全村，为这里的村民提供
了丰富的水源。

整个村子都被柿子树、山楂树以及不知
名的大树所覆盖。此起彼伏的鸟鸣和蝉声，
好像娓娓讲述着一个个原生态的故事……

西厢村的房屋建筑多为石头垒砌的老

房子，房屋建筑别有风格，古色古香，大都
是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不像我们平原上，
房子都高低划一，整整齐齐的。原汁原味
的石墙，就像是随意堆砌起来，看着缝隙挺
大，却不会透光、透风，我不由深深地叹服
普通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双手。

这里巷道很窄，青灰的颜色，凝重、苍
凉，仿佛把几个世纪的时光都凝固在了这
山村的石屋石墙群中，屋舍毗邻俨然，经过
雨水的浸润，石屋石墙的颜色更加古朴厚
重。

走在小巷里，整个人都有一种穿越时

空的感觉：石屋石墙、辘轳老人、质朴的民
风、恬静的生活，处处呈现出一派静谧、质
朴的山乡情调，弥漫着清新和谐的气氛，没
有一丝尘世的喧嚣，唯有疏淡清爽的静谧。

据说这里长寿的老人很多，他们的生
活状态很原始，或许越是这种地方欲望越
少，心情越好，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幸福指数
越高吧？

不管你想圆自己的乡村梦，还是找一
处可以安身休闲的栖居之所，在这里，可以
静下心来好好感受大自然，回归心灵深处
的悠然。

静心回归自然
○ 单淑芹

行者无疆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

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

战，建立维护公平纯净的市场环

境，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检举揭发黑

恶势力犯罪线索，坚决扫除黑恶势

力，市住建委现就全市住建领域开

展扫黑除恶重点及举报电话、邮箱

公告如下：

(一）咸宁市住建委扫黑除恶

工作领导小组

举报电话：0715- 8131397

（法定工作日：8:00-12:00 15:

00-18:00）

举报邮箱：szjw@163.com

（二)全市住建系统六个专项

扫黑除恶专班

1.建筑市场方面。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煽动闹事，强揽土石方、

附属设施等工程，强买强卖建筑材

料等涉黑涉恶行为。

责任单位：市建设工程管理处

举报电话：8131277

举报邮箱：xnsjgc@126.com

2.项目建设方面。在政府投

资项目代建过程中，强揽工程、阻

挠施工等涉黑涉恶行为。

责任单位：市政府投资项目建

设管理局

举报电话：8269885

举报邮箱：

120540504@qq.com

3.建筑节能方面。在建筑材

料市场上，强买强卖水泥、商砼霸

等涉黑涉恶行为。

责任单位：市墙革节能办、市

散装水泥办

举报电话：8255137

举报邮箱：

1127024224@qq.com

4.村镇建设方面。农村危房

改造、乡镇生活污水、垃圾治理等

村镇建设中强揽工程、强买强卖等

涉黑涉恶行为。

责任单位：市住建委村镇科

举报电话：8131771

举报邮箱：

51956820@qq.com

5.供水行业方面。采取威胁

恐吓扰乱市场秩序，暴力争抢经营

范围等涉黑涉恶行为。

(1)市直责任单位：市城市排

水管理处

举报电话：8898088

举报邮箱：

251922499@qq.com

(2)县市区责任单位：市住建

委城建科

举报电话：8133518

举报邮箱：cjk2004@163.com

6.燃气行业方面。恶意扰乱

燃气市场秩序，破坏燃气设施以及

偷盗燃气等涉黑涉恶行为。

责任单位：燃气办

举报电话：8131389

举报邮箱：

2857826715@qq.com

咸宁市住建委扫黑除恶工作领导小组
2018年8月23日

咸宁市住建委关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公告

本次会议传达了“7·27”全国安全生产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和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意见，
并通报了全国、全省近期发生的2起重大旅游
安全事故。同时，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代
表市旅游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作了
典型发言，市食药监局专家给大家进行了非常
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旅游食品安全专题辅
导。

会议通报的两起重大旅游安全事故，给全市

旅游安全工作敲响了警钟。当前正值旅游旺季，
咸宁旅游进入以漂流、避暑、山地探险等为特色
的旺季，也是旅游安全事故多发期。为保障广大
游客快乐出游、舒心度假，市旅游委提醒广大游
客，出行务必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旅途中，游客一旦遇到突发险情，及时拨打
12301寻求帮助，也可将您遇到的问题反馈至“咸
宁市旅游局官方微博”及“咸宁闲游”微信公众后
台，会有专人在第一时间给予回复。

市旅游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

让游客更有安全感
通讯员 孔祥轶

今年以来，市旅游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进一步加强旅游安全监管工作力

度，持续推动全市旅游安全生产工作再上新台阶，让游客更有安全感。

市旅游委紧贴市委“大旅游、大健康、大文
化”战略布局，认真开展旅游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和综合执法，积极受理游客投诉，在市直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按照市旅游委党组的统一
部署，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旅游安全生产
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秩序进一步完善、旅游环
境进一步净化。

周密安排，夯实基础。年初，按照省旅游委
文件要求和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部署，在对全
市旅游市场安全生产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和研判
的基础上，先后下发《2018年全市旅游安全生产
工作要点的通知》等系列旅游市场安全检查文

件。
深入排查，部门联动。上半年联合国土局等

相关部门，开展地质灾害排查、提出整改意见；今
年以来，市旅游委组织并参与较大专项整治行动
5次，参与各类旅游安全生产检查25次，检查各
类旅游企业122家，提出整改意见327条。

加强学习，整体提升。据不完全统计，全市
各类旅游企业共组织安全生产培训班10余次，参
加培训的员工达500余人次。通过一系列考察、
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的学习，大家进一步明确
了旅游安全生产、旅游综合执法、旅游市场监管
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和重大责任。

一 各项工作成效显著

二 不断加强工作力度

三 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为持续推动我市旅游安全生产工作发展，进
一步提升旅游安全监管整治的力度与水平，市旅
游委计划：

树立依法监管的旅游安全工作理念。深入
贯彻实施《旅游法》《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湖北
省旅游条例》，牢固树立依法监管的旅游安全工
作理念。

强化旅游安全监管责任。将进一步强化旅
游安全监管履责意识，主动联合同级相关职能部
门依法履行旅游安全监管责任。

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专项整治。突出
旅游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重点，围绕旅行社用
车和投保责任险、星级旅游饭店防火应急设施、
漂流等高危水上游乐项目应急设施、重点景区道
路滑坡防治、汛期旅游安全防范等工作，重拳出
击，严抓重处，确保旅游安全隐患排查和旅游专
项整治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

加强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充分
利用各种媒体，加强安全生产的宣传工作，使旅
游安全深入人心，成为旅游企业的自觉行动。

秋季出游小常识
秋天是旅游的好季节，在蓝色的天空下，瀑布更壮

观，湖水更生辉，美景倒映，五彩斑斓的山花野果构成
一幅幅精美的画卷，令人陶醉。秋季是登山、赏红叶的
好时节，在欣赏美景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不要
穿高跟鞋，以免扭伤或跌伤；不要为了欣赏风光、红叶，
而攀登山石、树木、房屋或涉水；不要随便进入深草丛，
不要随意睡卧草地上，以防被野鼠、毒蛇或其它动物咬
伤；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

出游必备物品：小型指南针，荒野山林中可以让旅
途有明确的方向。外套，选择登山等活动，因为运动量
比较大，山顶和山底会有温差，而且山顶的风大，气温
变化也大，带件外套防止着凉。零食，秋日活动一般运
动量比较大而且多在野外，备些吃的有备无患。必备
的外伤药，如：创可贴、紫药水、药用酒精棉球、消炎粉
等。

(本报综合)

炸春卷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食品，流行于各地。咸
宁本地人家除供自己家食用外，也常用于待客。

春卷的历史悠久，据说由古代的春饼演化而来。
据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中记载：“在春日，食春饼，生
菜，号春盘。”清代的《燕京岁时记》也有：“打春，是日富
家多食春饼。”可见春日做春饼，食春饼的民俗风情由
来已久。现在有关春卷的谚语很多，如“一卷不成春”、

“隆盛堂的春卷——里外不是人”等等，春的意思就是
春天，有迎春喜庆之吉兆。

某日友人家中设宴，我恰好腹中空空，饥肠辘辘，
也顾不得客气，主人一动筷子，我就忙不迭夹起面前的
炸春卷往嘴里送。没想到，那绵软的春卷，入口之后，
稍作咀嚼便迅速滑入胃底，产生一股暖意，我一下就来
了精神。顿然间，我便对春卷有了好感和眷恋。时不
时以春卷佐餐，顺带解馋。

俗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也厚着脸
皮让友人传授下炸春卷的制作方法，说不定经我一番
改良，炸出来的春卷还能有自己的特色呢！

要说春卷的制烙过程，其实也很简单，但也并不
简单，首先要准备馅。咸宁多产野菜，比如荠菜。荠
菜生在田间地头，星星点点，需要人们用小锄头一棵
棵刨起。它的叶子细小而且多，含水不是很丰富，经
过油炒以后，很香很开胃。真是要感谢自然造物，总
是那样和谐与精致，除了地菜以外，大家还可以根据
自己的口味喜好，准备菠菜、鸡蛋、肉末以及味精、精
盐、香油等。

做春卷的第二步，就是烫春卷皮。市面上有做好
的春卷皮半成品，但还是自己做面皮，吃起来才得劲
儿。用小麦粉加水，不断搅拌，过程中还要加入几只鸡
蛋，麦粉浆打到浓淡适中的时候，就可以用勺子舀起
来，倒进热锅，用锅铲将面浆划开得比较均匀，加温烤
一下，烘成像北方的老煎饼皮那样，就差不多了。

将荠菜、菠菜以及肉末做的馅料放在春卷皮的中
间，卷起两端。从一边卷起，最后卷好成一个春卷。打
一个鸡蛋将鸡蛋液搅打开。用小刷子在春卷的接口处
刷上蛋液粘住。如果不刷蛋液，下锅炸的时候，春卷皮
就会裂开。

锅里油烧6-7成热时候，放入春卷，炸至金黄即可
捞出。春卷的酥香从鼻尖钻出，悠悠流芬，醉意顿时消
失，大脑顿时清醒，身体顿时感觉轻松愉快。

炸春卷
○ 陈希子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 0715-8102639（急诊）

问：您好，贵医院是一所综合医
院，但却一直被称为“精神病医院”，您
怎么看？

答：这可能是大家对我们医院的
认知还停留在以前，现在附二医院是
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医
院，开设有内科、精神科、心理科、外
科、妇产科、儿科、传染性疾病科、中医
康复科、五官科、皮肤科、急诊科、体检
科、麻醉科、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
超声科、机能科等临床科室，共有医务
人员480余人，其中正高职称16人，
副高职称55人，博士15人，硕士50
人，购置有核磁共振等一系列大型医
疗设备。医院质量管理和医疗服务水
平得到全面提升，争取做到患者更安
全，社会更信任，百姓更满意，久而久
之，附二医院作为一所二级甲等综合
医院，会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所知晓。

问：面对国家医改新政策与百姓
日益增高的医疗服务要求，贵医院会
从何入手？

答：在医改的大背景下，医院改革
和发展的一个永恒课题就是要提高医
疗服务的有效性。这个有效性，一方
面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
另一方面，也是提升医疗服务品质和
促进医院科学发展的关键。我院将深
入进行精细化管理，打造附二医院的
品牌，这是也是医院管理创新的着力
点和发展趋势。

问：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深化，现
阶段公立医院面临着更多深层次的问
题和矛盾。您认为公立医院院长们将
会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答：在新一轮改革的面前，公立医
院需要考虑和解决好的问题有：第一，
处理好大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的关
系。大医改强调的是三医联动，而三
医联动中公立医院改革是关键，对于
院长来讲，公立医院改革在医改中绝
不能拖后腿。第二，公立医院的改革
应该走在前列。因为医院需要调动医
务人员的积极性，需要解决医院医疗

服务的有效性问题，是需要靠医院机
制改革与创新来驱动的。第三，。医
疗服务的有效性说到底还是要通过医
务人员的服务来实现。医务人员的积
极性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医院管
理，在医院管理中，则需要通过绩效和
薪酬等手段来更好实现医务人员积极
性的发挥。

问：听闻贵医院最近在大楚城开
展了一系列的义诊活动，对于这样等
社区的公益活动您怎么看？

答：我院自2012年以来，克服了
院内工作繁忙，人员紧缺等诸多困
难，每年组织医护人员义诊达到数十
次，为老百姓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
从中受益的人数每年高达万余人，我
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义诊活动，让身体
不便的居民能享受到足不出户的免
费医疗与服务，提高社区居民的健康
知识水平，增强居民的健康保护意
识，更好地解决了百姓“看病难、看病
贵”的问题。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