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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穿隐水，欢乐摘金桔
关键词：隐水洞 慈口摘金桔

隐水洞处处皆石，石石皆景，景景皆奇，
一块块或大或小的石头，或立或卧，或垂吊
于洞顶，或悬挂洞壁，千奇百怪，又错落有
致。在灯光的照映下水光十色，和钟乳石倒
影成趣。

在隐水洞内除了欣赏各种乳石，还可以
坐船穿越地下暗河、坐小火车直穿洞内隧道，
近距离触摸这些大自然的杰作。玩完了，再
去大畈、慈口沿线体验采摘桔橙的乐趣。

通山慈口素有“桔乡”美誉，这里奇特的
“小气候”特征使蜜桔色鲜皮薄、瓤薄肉嫩、果
汁饱满、甜中潜酸、口感爽劲，深受游客喜爱。

漫步刘家桥，畅游金桂湖
关键词：刘家桥 金桂湖

大汉皇族村刘家桥是汉朝后裔迁居于
此后 ，建筑繁衍而成的古民居群，已聚族居
住4个世纪，保持了较好的古村落风韵。刘
家桥四面环山，一条浅浅的小河从村口淌
过，水草茂盛，和古树的倒影融为一体。

走上桥廊，从入口处看另一边，竟有时
空隧道的错觉。这里还有很多农庄，农庄门
口挤满了前来游玩的游客们，他们坐在水车
前热闹地讨论着今日见闻。

逛完后，再前往金桂湖坐快艇，吹吹野
风，与好友一起搞个野外烧烤，简单又快乐。

温泉度假区泡汤，时舞剧场度浪漫
关键词：月亮湾温泉度假区 时舞剧场

选择一个远离喧嚣的山水田园，和家人
亲友一起，享受清净，月亮湾温泉度假区是
不错之处。咸宁城区的温泉酒店都集中在
这里。

你的行程安排可以这样：先到潜山商业
街品尝美食，再到月亮湾栈道散步，看看楚天
第一洞太乙洞的奇景，或去太乙观领略道教
文化，晚上到时舞剧场欣赏大型荆楚歌舞剧，
最后再泡泡温泉，真是舒坦极了。

赏花骑行是最适合秋季的有氧活动之
一。秋季，咸宁桂花香气弥漫大街小巷，无
论走在哪里，都能闻到桂花香，这是咸宁特
有的迎客方式。

今年的桂花来得稍晚些，到现在还未凋
谢。除在主干道和公园内赏桂，还能去桂花
源欣赏百年古桂的风采。

秋叶黄，飘满地。但潜山上的秋竹依然
翠绿，给人朝气蓬勃之感。潜山国家森林公
园内还有桂花博览馆、竹子博览馆，沿路尽
是碧竹，随风发出沙沙响声。

赏花骑行游，悠闲慢生活
关键词：桂花源 潜山 十六潭公园

烧泥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在咸宁，泥鳅是人见人喜，百吃
不厌的美食。小时候，和伙伴们常去
农田捕捉泥鳅是我的爱好，而且每次
出门总会满载而归，家里长辈总会把
一条条大大小小活蹦乱跳的泥鳅煮
得有滋有味，成为我童年时代最喜爱
吃的家常小菜。

怎么评价一盘泥鳅手艺如何？
一次，在咸安某家餐馆和好友聚餐，
其中有一道菜是烧泥鳅。一位同乡
对吃似乎颇有研究，用筷子将鱼肉轻
轻拨开，挑出鱼骨架，入口咀嚼，竟赞
不绝口：“好，好，骨头都入了味，师傅
厨艺到家。”遇到这样会吃的食客，后
厨师傅也是遇到了知音。

烧泥鳅不难，捉泥鳅最不易。泥
鳅身滑机灵，多借淤泥藏身，到也不
枉用了一个“泥”字。渔民通常是两
边一起筑“拦子”，叉开双脚弯着腰站
在河口，把塘坳中的水舀出去，等水
舀干了，泥鳅也就隐约可见。有的和
着稀泥“霹雳啪啦”扭尾巴，更有狡猾
的混在淤泥里一动不动……渔民手
指加大了钳力，泥鳅无可奈何，最后
乖乖地被扔进了鱼篓。

咸安产泥鳅，居民也善做泥鳅。
我家一般买来活泥鳅在盆中放水养
一两天，水中滴少许食用油，使其吐
净肚中沙污，中途换水两三次；案板
洗净，泥鳅宰杀去除边角料；空锅烧
热，加食用油，油热五成时，捞起水中
泥鳅迅速投入到热空锅里翻炒。

泥鳅稍微煎炸至变色捞出，继
续让锅中油升温，葱、姜、蒜分别切
成末，青红椒切成小细圈，加入花椒
粒，中大火加热，混合炒至爆香，倒
入泥鳅、盐、料酒翻炒，加一碗高汤，
再撒入精盐、少量胡椒粉拌匀，中小
火收汁，泥鳅焖至肉质软烂，关火盛
盘。

人站在灶台旁一刻不停，观察烧
泥鳅的火候，下葱姜调料，尝咸淡味
儿、压火、收汤。长辈还特别吩咐我
到泡菜坛子里盛出半斤泡椒酸萝卜，
做烧泥鳅的佐餐小菜。等到亲戚朋
友都就座后，两盘菜一起端出，泥鳅
入口细嫩，酸萝卜开胃，众人吃得鼻
尖冒汗，惬意无比。

听说民间流传着一道“泥鳅钻被
单”：将活泥鳅洗净，放至配好佐料的
豆腐锅里，豆腐需整块的。之后，温
火慢煨，泥鳅燥热难忍，便钻进稍微
凉快点的豆腐里去了。终至汤沸，泥
鳅和豆腐都已熟透。听说这道菜味
道极鲜美，妙不可言。而我觉得这做
法实在“残忍”了些，还是老老实实吃
家常做法的烧泥鳅罢。

美食大观趁阳光正好，和咸宁来场约会吧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在这景色如画的季节，趁着阳光正

好，微风不燥，和咸宁来一场放空身心的约会吧！

当年历经烽火的战略要地，今天的华
中绿色生态度假城市。咸宁的历史有许多
值得游览追忆的痕迹。看一座城，就从博物
馆开始，博物馆涵盖古往今来，人文地理，风
俗民情，是最能体现这座城市特色的地方。
参观咸宁市博物馆，品味这座城市的历史
和文化。

再前往香城书房进行心灵的深度洗
礼，你可以凭本地身份证免费在这家书店
办理读者借阅证。从古往今来到侠骨柔
情，从儿童读物到养生奇谈，涉猎范围极
广，是个非常适合静心的地方。

咸宁市美术馆的原址是李邕书画院，
原本的书画院记载和收录了李邕的生平和
书法展示，承载的是一代书画大家的文脉

精华。走过一幅幅画卷，仿佛走过天南海北，欣
赏过大美山河。从笔触和缤纷的颜色中感触世
界，徜徉在诗情画意中。

追忆难忘历史，徜徉诗情画意
关键词：咸宁市博物馆 香城书房 咸宁市美术馆

九宫山的秋，美在那漫山遍野火红的
枫叶，美在那沟沟岭岭成熟的山珍异果，美
在那从悬崖峭壁上直泻而下的秋水，美在
那蓝天下飘忽不定的朵朵白云，美在那从
山口吹过来的丝丝凉风，美在登上铜鼓包
眺望远方的畅怀与遐想。

红黄色是九宫山秋季的主色。整个九
宫山林区层林尽染，大红枫最为艳目，远看像
一幅烂漫的油画，近观又将游人置于图画之
中。明净的天空，诗意的花草，引人入胜。红
叶最佳观赏期为11月初至12月中旬。整个
景区满目鲜红，以大红枫最艳。

白天寻遍红枫，晚上观星赏月，醒来看
日出，这样惬意的生活像极了琼瑶笔中的
模样，浪漫至极。

九宫山景区专为“追星者”露营准备了
星空公园，星光公园有54顶豪华帐篷，分
布在九宫山滑雪场及铜鼓包山顶。帐篷内

部以五星级标准配备床和床垫，门口配备有户
外桌椅供游客休憩野餐，露营的苦生活因此变
得有情调起来。

许多人从早上四点就开始守候朦胧的日
出，从云层透出的零星光点到冲破云雾绽放光
芒的秋阳，看一眼都是震撼！

九宫山寻遍红叶，观星赏月看日出
关键词：观星 赏月 日出

赤壁古战场因为三国时期的著名战役
赤壁之战而闻名遐迩。大战的张天烈火虽
已熄灭，但是周瑜当时挥剑所书的“赤壁”二
字依然在。跟着这条线，追寻逝去的历史与时
间，在氤氲茶香中 ，你会发现时间变慢了。

神游赤壁古战场，三国风流看如今。
三国雕塑园内有特色三国人物造型，展现
经典的历史故事，再过一把cos瘾。每天
都会上演绝世大戏，跑马场内驰骋的身影
是否似曾相识？抚摸着古朴的砖石纹路，
圆了三国英雄梦！

漫步羊楼洞明清古街——欧亚万里茶
道源头，古朴宁静。行走在青石板街上，到
现在还可以看见历代运茶的“鸡公车”碾压
石板形成的寸余深槽。古镇以明清建筑为
主，街面全部以青石铺设，两边现保存有80

余处古店铺，数十处深宅大院。房舍街店或青
砖黑瓦，或木质竹垒。这条古街承载了太厚重
的有关民族有关茶叶的历史，撮一口青砖茶，茶
香流连唇齿间，好不惬意！ (本报综合)

赤壁古战场寻三国，羊楼洞古街品砖茶
关键词：赤壁古战场 羊楼洞古街

今年3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生
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国办
发〔2019〕10号），表示要在2019年年底之前实现两
项保险合并实施。为做好我市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工
作，近日，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
卫健委、市税务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生育保险和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就是对国家政策的响应与实际落地。现将
有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总体思路
《通知》严格遵循“保留险种、保障待遇、统一管

理、降低成本”的总体思路，按照“实现参保同步登
记、基金合并运行、征缴管理一致、监督管理统一、经
办服务一体化,确保职工生育期间的生育保险待遇
不变，确保制度可持续”工作目标，推进两项保险合
并实施。

二、两项保险合并实施的作用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不是取消生育保险，并非险

种的“合并”，而是通过管理运行层面上的合并实施
提高管理服务效能，生育保险作为社会保险中的一
项独立险种仍将保留，“五险”不会变“四险”，两项保
险合并实施后将会进一步有利于增强制度保障功

能、推进人口政策落实和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三、主要政策

（一）参保登记
两险合并实施后，生育保险作为一项社会保险

独立险种仍将保留，生育保险制度和政策体系并不
废除。《通知》规定，两险合并实施后，用人单位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同步参加生育保险，
实行统一参保。合并实现前，未同时参加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维
护增加相应的参保险种，确保同步参保。

（二）基金征缴
两险合并实施后，总体缴费费率与实施前保持

一致，不增加用人缴费单位负担，个人仍不缴纳生育
保险费。《通知》规定，两险合并实施后，生育保险费
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实行统一征缴，统一使用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险种代码向税务部门传递征缴计
划。用人单位缴费费率为当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和生育保险缴费费率之和，缴费基数维持现有规
定不变，统一按照合并实施前的基本医疗保险的缴
费基数和合并实施后的缴费费率核定应缴纳的基本
医疗保险费额。灵活就业人员不参加生育保险，个
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费率不变。

（三）待遇支付
两险合并实施后，不改变参保范围、待遇项目和

支付水平，除增加了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医疗待遇外，
职工生育保险待遇保持不变。值得说明的是，我市
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标准为剖腹产5000元、顺产3000
元，这个标准与全省兄弟市州比较处于较高水平。

1.缴费与待遇享受时间。合并实施后，新参保单
位的职工缴费次月起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连续
缴费满6个月的次月起享受生育保险政策规定的有
关待遇。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前参加生育保险的，其
生育保险的连续缴费时间合并计算。用人单位未按
规定为职工缴纳两项保险费的，职工患病发生的医
疗费用和生育待遇由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和生育保险政策规定的标准予以支付。

《通知》对合并实施后，参保单位欠缴和待遇支
付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参保单位欠费在3个月以内
的，足额补缴欠费后，按规定支付两项保险待遇。欠
费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的，足额补缴欠费后，按规
定支付生育保险待遇，医疗保险不予支付，欠费期间
其职工的医疗保险待遇由单位支付。欠费超过6个月
的，欠缴期间其职工的两项保险待遇由该单位支付。

2.相关人员待遇。《通知》对相关人员享受生育待

遇的条件予以进一步明确：财政供养人员的生育津
贴与工资不能重复享受；参加生育保险男职工未就
业配偶只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享受生育津贴
待遇；参保职工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享受生育医
疗费待遇，不享受生育津贴待遇；享受医疗保险退休
待遇的退休人员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不享受生育
津贴待遇，其未就业配偶不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参加
生育保险人员因生育和计划生育手术引起合并症或
并发症的医疗费用，按医疗保险相关政策执行。灵
活就业人员符合生育政策的生育医疗费用，由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按照单位职工生育医疗费用支付标准
执行。

3.生育待遇支付。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
待遇和生育津贴待遇，具体待遇标准不变。用人单
位职工生育保险待遇仍按照《咸宁市职工生育保险
实施办法》（咸政办发〔2017〕2号）和《关于贯彻落实
<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有关生育
保险政策通知》（咸人社文〔2018〕134号）规定执行。

（四）执行时间
《通知》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对合并实施

期间遇到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予以调整。
（咸宁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合并实施工作的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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