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素洞

玄素洞是陆水湖风景区主要景点之一。区内一山，山中一洞，山以水名，洞以山
名，因远古时代玄素真人在此洞中修炼，故曰“玄素洞”。 区内山青、水秀、石奇、洞幽，
四季成游：春天，春花烂漫；盛夏，浓荫蔽日；金秋，层林尽染；隆冬，冰挂银条。

地址：赤壁市陆水湖办事处玄素洞村玄素洞

大泉洞因东中大姑清泉终年奔流不息而得名。在已开发的长达600多米、宽约8
至12米的地段内，洞中有洞，大小百余个，由钟乳石形成的大型景观40多处、小型景
观近百处，整个岩洞宛如一座大型自然艺术宝库。

地址：咸宁市崇阳县大泉村青山水库18号

大泉洞

太乙洞

太乙洞距今360万年，主洞全长2000余米，有支洞8条，大小景点100余处，洞
中既有开阔粗犷可容纳万人的大厅，又有曲径通幽的小巷，最高处约20米，最宽处
30多米。洞中钟乳倒悬，石柱林立，如一人间仙境。出洞后便是景色宜人的太乙
观。

地址：咸宁市咸安区浮山办事处太乙大道太乙村

隐水洞

“神奇隐水洞,十里水画廊”，隐水洞被誉为华中最美溶洞。隐水洞全长5180米，
分上下两层，历经百万年演变，洞内景观丰富多彩，独特的溶颜地貌奇特壮丽，十分罕
见。洞中游览分为：上游1/3乘船观光、中游1/3乘火车游览、下游1/3徒步零距离感
受科学探秘的快感。

地址：咸宁市通山县大畈镇隐水洞

美食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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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贴士

暑期出游四类船不能坐
暑期带娃乘船出行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家长

和孩子们在乘船前要仔细观察所乘船只，达不到“四
要看”要求的船只不要乘坐。

1、要看有没有船名。船名一般在船体两侧的显
眼位置，或者在驾驶舱的顶部或侧面。没有船名的船
不能坐。

2、要看船舶的乘客定额。船舶乘客定额牌通常
放置在上船梯道顶部或者进客舱门口的位置，也有些
小型客(渡)船将其置于客舱里面靠近驾驶舱的舱壁
上。家长带孩子登船时，要估计或询问一下乘客人数
有没有超过定额数。没有标注定额数或乘客数已超
过定额数的船不能坐。

3、要看船舶在水面上的高度。船舶在靠近水面
的地方，会用两种不同的油漆颜色明显标示出船舶的
载重线，如果这条线在水面以下，或者看不到不同的
颜色线，说明这艘船已超载。超载的船不能坐。

4、要看有没有安全设备。安全设备完备的船只，
会在明显的地方设置有救生圈、救生衣、灭火器等安
全设备。上船后，家长和孩子们要找到救生衣放置的
位置。没有安全设备的船不能坐。 （本报综合）

行者无疆

飘满月光的天鹅湖
○ 孙钦军

当我驱车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布鲁克草原的天鹅湖畔，已是夜晚。登上湖
畔长长的瞭望台，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天鹅湖
湖面，仰望星空，繁星点点，空旷的草原寂静
无声，栖息在湖中的天鹅们都已进入梦乡。

飘满月光的天鹅湖，宁静温馨，优雅迷
人。去过祖国许多地方，也遇到过很多天
鹅湖。在蜿蜒起伏的长城脚下有天鹅湖，
在威海荣成海湾有天鹅湖，在烟雨江南也
有天鹅湖。

或许，天鹅落脚的地方就有天鹅湖，都
是天鹅们的家，美丽的天鹅以神秘的感觉
在飞越千山万水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正如人一样，此心安处是吾乡。在故乡与
异乡之间奔波，灵魂安放的地方就成了自
己的福地，时间久了，无论是故乡还是异乡

就都成了自己割舍不下的家了。
发源于皑皑雪山的开都河，清澈的河

水日夜奔流不息，流出了姿态优美的九曲
十八弯，也流出了天山脚下这片草原的肥
美、富足与安详。巴音布鲁克，在蒙古语中
的意思是“丰富的泉水”。在两万三千多平
方公里的原野上，大小泉源就有十三处，汩
汩流淌的泉水滋养着这片美丽的大草原。
每当盛夏来临，巴音布鲁克草原层峦叠翠，
绿野无垠，湖泽密布，骏马驰骋，一片生机
勃勃的景象。

晨曦熹微，牧歌悠扬，草原美景如诗如
画。天高云淡，群山巍峨，在山与山的簇拥
下，巴音布鲁克草原洁净而又宽广。在这
片美丽的大草原上，万物生灵自由自在地
生活，诗意地栖居在天草之间，奔腾的骏马

如风一样掠过，美丽的天鹅在宽广的湖面
上玩水嬉戏，构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卷。

蒙古包散落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在
这片水草丰茂的土地上，牧民们十分热情
好客，在悠扬的长调声中，为客人煮上一锅
鲜美的手扒肉，是草原人家招待客人的最
高礼遇。

美丽的天鹅湖，就像是镶嵌在巴音布鲁
克草原上的一面明镜，在四周连绵雪峰的簇
拥下快乐地舒展着湖水。连绵起伏的雪岭
冰峰，形成天鹅湖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

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天鹅是美的象征，
也是爱情的象征，是牧民们极其喜爱的吉
祥鸟。牧民们相信，两只天鹅一旦成为伴
侣，就形影不离，终生为伴。如果一方离
去，另外一方就不会再寻找伴侣。

牧民朋友介绍说，冬季的巴音布鲁克
草原，最低气温可达零下四十摄氏度。当
天气渐凉时，生活在这里的天鹅就会集体
南迁。天鹅湖区域，是巴音布鲁克草原泉
源最为集中的地带。即便在天气最寒冷的
严冬，有些泉涌也不会封冻结冰。当太阳
升起、雾气蒸腾，泉涌周边甚至还有野草的
生长，成为冬季大草原上一道独特的风
景。天鹅湖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特点，为
未能南飞过冬的天鹅提供了一个躲避风雪
的栖息地。 （本报综合）

鱼 糕
○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 姣

前几日有事路过荆州，一路奔波不知不觉到了饭
点，饥肠辘辘的我随意踏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饭馆。饭
馆装修虽简单朴实却也干净整洁，观其菜单，其中的
一道“鱼糕”引起了我的兴趣，遂决定尝尝这从未吃过
的鱼糕。

稍等片刻后，店家端着一盘色泽鲜艳的菜向我走
来。此菜以鱼糕为主，辅以黄花菜、黑木耳、玉兰片等
配料，红烧而成。观其外形，颜色丰富、色泽艳丽，夹
起一片鱼糕送入口中，质软嫩滑，有鱼肉之鲜美却又
无鱼刺之烦恼。

鱼糕又叫“湘妃糕”，是采用鱼糜、鸡蛋及猪肉为
主要原料，加工蒸制而成的一道美食。

据传舜帝携女英、娥皇二妃南巡，过江陵一带时，
娥皇困顿成疾，喉咙肿痛，想要吃鱼但又讨厌鱼刺，于
是女英在当地一渔民的指导下，融入自己的厨艺，为
娥皇制成鱼糕。娥皇食之，迅速康复。舜帝闻之，大
加赞赏。自此，鱼糕在荆楚一带广为流传。

鱼糕的做法并不复杂。选取鲜活淡水鱼去鳞、
头、尾、骨、鳍和内脏，取脊鱼肉，再去皮切片。紧接
着，将鱼片漂洗到水清无油。

然后将鱼肉用料理机粉碎至肉泥状，肥膘肉剁成
蓉，葱姜打碎泡成葱姜水。准备几个鸡蛋，将蛋清和
蛋黄分离。

按照鱼肉：猪肉：蛋清：淀粉：葱姜水=10：2：2：
1.2：0.9的比例进行调配后，同向搅拌10分钟，待整个
糊糊至起胶有劲儿即可停止。

将鱼肉糊糊放入模具中，蒸35分钟至熟透。打开
锅盖，用厨房纸擦干鱼糕表面水分，在表层涂上之前分
离好的蛋黄，再蒸5分钟，色香味美的鱼糕就做好了。

鱼糕营养丰富，其中蛋白质的含量15%左右，鱼
肉肌纤维较短，蛋白质组织结构松软，水分含量多，肉
质鲜嫩，属优质蛋白质，容易消化吸收。其中，脂肪仅
为5%左右，供热能低，是一道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

“食鱼不见鱼，可人百合糕。”一口接一口，好吃又
没有鱼刺的鱼糕，真的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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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我国
唯一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1994年11月挂牌成
立。主要职责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
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筹集资金，承担农业政策性
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为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服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下，农发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自觉践行新发
展理念，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服务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一二三四五六”总体
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对“三农”重点领域、薄弱环
节和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有力支持粮棉油收储、
脱贫攻坚、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发挥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和骨干作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北省分行是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的一级分行，成立于1995年1月，在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授权范围内依法依规开展业务经营活动。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北省分行面
向社会招聘专业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单位及岗位
招聘单位为部分县级支行，招聘岗位共有10

个。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无不良记录；

2.全日制大学本科学历；
3.3年以上专业工作经历，具备经济、金融、财

会、法律、信息技术、工程概预算以及与我行业务
发展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及专业工作经历；

4.40周岁以内；
5.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

件，符合最新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
和《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的相关规定；

6. 本地户籍；
7.符合我行亲属回避有关要求。
三、招聘流程
（一）网上报名：具体报名时间为2019年8月2

日-8月11日。应聘者直接下载《应聘申请表》电
子文档，通过电子邮件将《应聘申请表》电子文档，
发送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北省分行招聘邮箱
hubeinfhshzp2018@163.com，邮件命名为：支
行+招聘岗位+姓名。

（二）资格审查与简历筛选。我行将根据各岗
位招聘条件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资格
审查人员，我们将以电话、短信或邮件方式通知应
聘者参加笔试。

（三）笔试。笔试考点设在武汉，接到笔试通
知人员，请按照通知要求，自行打印准考证，应试
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准考证。

（四）面试、政审、体检及录用签约等后续工作
安排将另行通知，请及时关注。

四、有关事项
(一）网上报名为本次招聘的唯一报名方式，每

位应聘者只能填报1个岗位，重复投递的情况以第
一份投递为准。请应聘者准确、完整填写简历和
相关资料信息，保证信息真实、准确，报名信息完
成提交后不能更改；如与事实不符，我行有权取消
其应聘资格，后果由应聘者本人承担。

（二)招聘过程中，我行将通过应聘者在线报名时
填写的联系方式（包括手机、E-MAL等）与本人联
系，请应聘者保持通讯畅通，如因联系方式发生变化、
填写错误无法获得笔试、面试及录用通知，责任自负。

（三）根据岗位需求变化及报名等情况，我行
有权调整、取消或终止个别岗位的招聘工作，并享
有最终解释权。

附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19年度社会招聘
岗位分配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北省分行
2019年8月2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北省分行2019年度社会招聘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19年度社会招聘岗位分配表

单位：湖北省分行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小计

招聘具体单位

十堰市郧西县支行

十堰市竹山县支行

襄阳市保康县支行

宜昌市远安县支行

宜昌市兴山县支行

宜昌市五峰县支行

咸宁市崇阳县支行

咸宁市通山县支行

恩施州巴东县支行

恩施州建始县支行

招聘岗位

信贷通用岗

信贷通用岗

信贷通用岗

信贷通用岗

信贷通用岗

信贷通用岗

信贷通用岗

信贷通用岗

信贷通用岗

信贷通用岗

招聘人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0

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无不良记录;

2.全日制本科;
3.3 年以上专业工

作经历，具备经济、金
融、财会、法律、信息技
术、工程概预算以及与我
行业务发展密切相关的
专业知识及专业工作经
历;

4.40周岁以内;
5.身体健康;
6.本地户籍。

备注

溶洞探秘 享受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