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煮油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近日到咸安乡下作客，亲戚端出一碗“茶汤”，热
气腾腾下肚，好不惬意，问了才知道，原来这是一道独
特的食物——“油茶”。

油茶也叫“炒米茶”，顾名思义，就是以炒米为主
打食品。打油茶里有：茶叶、玉米、生姜、蒜头、猪肉、
花生、葱花、酸辣椒、绿豆、米粉或面条。

咸宁多地产茶，尤其是清明前后，风和日暖，草发
清香，茶抽嫩芽，正是采摘春茶的好时节。每年这个
时候，采茶姑娘们都会背上口袋，三五成群，一边唱着
山歌，一边把采下尖嫩细小的茶叶放入袋内；有时兴
起，还会随手摘取一片树叶放入口中，吹奏侗歌曲
调。那悠扬的歌声和婉转的曲调，随风荡漾在山坡上
空，给人一种浪漫、抒情的感受。

煮油茶的程序并不复杂，亲戚教我，煮油茶之前，
一定要用热水把茶叶泡一泡，可以减轻茶叶的苦涩之
味，否则做出来的第一盅油茶必定茶色黑红，味道发
苦。其次要注意火候。火候太大，茶叶易焦，到头来
无法打出茶味，而且焦味会很浓；火候太小，虽然茶味
被打出来了，但是水不易沸腾，时间一久，茶的颜色会
变为棕色。火候适中，可使茶叶味道和茶味颜色出来
得好看。

煮油茶前，要捶打茶叶，力度要捶得均、捶得匀，
同时要不时地向四周磨磨以免茶叶烧焦。在捶打茶
叶的过程中要适当加入一些姜，姜是油茶的调味配
料，油茶离不开姜，姜是油茶的一半生命，能使煮出来
的油茶更香醇。

家里如果没有土炕，可以煤气灶上架着铁锅，待
锅里的菜籽油沸腾翻滚，将晒干的糯米饭粒放入锅
内，立即撑腰膨胀，形状如金球。米花炸好，又炸黄豆
或花生。

往锅内放入一把籼米，炸焦时从茶饼上撕下茶叶
一起炒拌片刻，闻到香味，立即冲入冷水滚开一阵，再
用自制的竹篾漏勺过滤，味浓的油茶水即成。

要注意，待茶叶炒到略微焦黄时，加入开水；待水
在锅中沸腾起来时，就可以用茶隔滤掉茶渣，剩下的茶
渣再进行反复捶打熬煮；每个碗里放入一勺油炸米和一
撮黄豆或花生，冲半瓢油茶水，煮油茶就做好了，香味
扑鼻。

吃在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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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在“十三五”规划收官、“十四五”规划开启之

年，市委决定围绕推进咸宁高质量发展，在全市广
泛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大统一、大转变、
大落实”活动（简称“六大”活动）。市人大代表要以
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参与

“六大”活动，全面深化对咸宁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
的认识，在推进咸宁高质量发展中体现人大代表的
担当。

一、提高思想认识。开展“六大”活动的目的是
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进一步树立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对咸宁发展定
位和发展方向的认识，为谋划推进咸宁高质量发展
打牢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市人大代表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
上来，强化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积极参与“六大”活动，
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工作热情，推动工作落实。

二、强化学习提升。“六大”活动，大学习是基
础。市人大代表要通过个人自学和参加集中学习等
方式，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和重要讲
话、指示批示精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强化
制度自信；要认真学习外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外地
的先进经验灵活运用到本地工作实践中；要全面梳
理和研究咸宁过去的发展战略、定位、目标、举措，在
继承中创新发展。要积极参加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
各项培训活动，通过学习培训，深化认识、开阔视野、
明晰思路，提升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

三、积极建言献策。提出议案、建议，是人大代
表依法履职的重要内容。市人大代表要结合自身岗

位实际，围绕建设特色产业增长
极、转型发展示范区和自然生态公
园城市等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
要积极参加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
视察、调研和“双联”（常委会组成
人员联系代表、代表联系选民）活
动，坚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察民
情、听民声、聚民智，提出富有针对
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推动
咸宁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四、发挥带头作用。先进性、代表性是人大代表
最鲜明的特征。市人大代表在“六大”活动中，要坚
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要带头向广大人民群众宣
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新发
展理念，宣传“六大”活动的目的、意义；要坚持主动
作为、奋发有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要发挥监督作用，促进有关法律、法规的贯
彻实施，推动工作落实落地；要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做出自己的贡献。

各位代表，责任在肩、时不我待，让我们积极参
与“六大”活动，为推进咸宁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0年5月19日

积极参与“六大”活动
在推进咸宁高质量发展中体现人大代表的担当

——致咸宁市人大代表的倡议书

中共咸宁市委宣传部、咸宁市科学技术协会、咸宁市科学技局
2020年5月21日

咸宁市第一届“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姓名

王志勇

王争鸣

甘受益

张继良

李 俊

周国鹏

夏有杰

徐旭燕

黄丽琼
黄新阶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党派

党员

党员

民盟

无党派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出生年月

1967.03

1978.09

1966.6

1983.1

1986.1

1972.03

1966.07

1970.10

1977.09
1963.02

工作单位及职务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咸宁市

食用菌协会常务副会长
崇阳县食用菌协会会长

咸宁市中心医院
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湖北省桂之鲜生态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咸安区科技特派员
湖北平安电工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湖北科技学院工程技术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湖北香城智能机电

研究院院长
通山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

咸宁市中心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咸宁市中心医院产科副主任
赤壁市实验中学高级教师

咸宁市第一届“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公示
咸宁市第一届“最美科技工作者”评选工作已经结束，现将结果进行公示

（2020年5月21日—5月27日）。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布结果持有异
议，可通过书面形式向市科协提出。书面内容包括：异议人的姓名、身份证明、单
位、联系电话，注明质疑内容并提供具体的证明材料。经查明，确有信息不符者，
将取消其获奖资格。

通信地址：咸宁市科学技术协会（咸宁市咸宁大道246号咸宁水务大楼
1401室）

联系人：余冬林
电 话：0715—8265397
邮 箱：1355294394@qq.com

江苏泰州溱湖湿地的会船表演江苏泰州溱湖湿地的会船表演

5月19日，我们迎来了中国旅游日，
全国各地推出诸多旅游惠民措施。北京
的故宫、武汉的黄鹤楼、西安的兵马俑等
国内知名景区景点也陆续重新开放，旅
游复苏的气息传遍中华大地。

自2011年中国旅游日设立，已整整
十年。这十年，中国旅游无论是体量，还
是影响力，都已大为提升。社会各界对
旅游业的认识、游客的旅游行为和态度
等，也有了新的变化，从中我们既可以看
到中国旅游的日益进步，也可一窥中国
旅游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旅游日设立十年

中国旅游向新求变

开启“新”旅游
今年中国旅游日，全国多地推出了节日特惠，向

游客送出免票、半价票、优惠券等“大礼包”。“云旅游”
“云推介”“云购物”等成为今年的新特点、新亮点。

北京通过“云端发布会”和“线上云游”的直播形
式，以“逛京城、游京郊”为主题，带领游客线上领略北
京风采，直播间还特别设置了“带货”环节，向网友推
荐精选文创礼物、非遗产品以及多款来自湖北的特
产，助力湖北“重启”；福建厦门采用“云宣传”手段，全
天线上直播，并举办6大线上活动，推广厦门丰富的
旅游资源和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四川成都举办“周末
游成都·品味慢生活”2020中国旅游日大型云直播主
题活动。

智慧旅游成为今年中国旅游的主流。
各地旅游景区、景点重新开放以来，预约、错峰、

限流成为“标配”，智慧旅游平台的作用得以充分发
挥，线上购票、刷脸入园、自助导览等智慧服务大范围
应用，在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最大程度地保障
游客安全和旅游秩序的同时，提升游客的体验度和满
意度。

可以预见的是，预约制、定制化将成为今后旅游
消费的新常态。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提供好的产
品、好的服务将不再是唯一要求，让到访的游客在看
美景的同时，安全游、安心游更加重要。旅游目的地
的安全、环境、服务品质将对游客的旅游决策起到关
键性的影响，中国游客新的旅游安全观将逐渐形成。

带动百业兴
旅游业是促就业、拉动消费的重要产业之一，具有关

联度高、带动性强的特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因此，逐渐回暖的旅游业，被各地寄予厚望。

重启以来，多地旅游业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4月
中旬，贵州出台《多彩贵州促消费百日专项行动方案》，将

“扩大文化旅游消费行动”放在第一位，通过免门票、发放
多彩贵州消费券等措施，引导贵州人出游，拉动消费增
长。“五一”期间，多个贵州景区当日预约人数满额。旅游
业的高人气，极大地带动了当地旅游关联行业的消费增
长。以清明小长假为例，数据显示，此期间，贵州旅游总
收入42.8亿元，门票收入只占1310.55万元，剩余部分消
费来自交通、餐饮、住宿、旅游商品等关联行业。

厦门市思明区委书记、鼓浪屿风景区管委会党工委书
记廖华生介绍，当地通过投放600万元消费券，直接带动的
消费超过1.5亿元。上海市商务委主任华源表示，“五一”期
间，上海市旅游接待总人数707万人次，拉动消费95亿元。

转到线上的旅游业正摸索一条新路。看直播，拟定
自己的旅游计划，购买旅游产品，逐渐成为人们旅游消费
的重要方式，也催生了一系列旅游产品销售新方式。在
旅游业强大的带动作用下，其他产品的线上销售也纷纷
与旅游“联姻”，“书记代言”当地特产，成为今年网络销售
的一大亮点。

对于地方发展而言，旅游也被摆在重要位置。旅游
大省云南正稳步推进文旅产业复苏，近日召开的云南省
两会上，智慧旅游、文旅数字化、新文旅IP等成为热词。

消费更理性
“这几年，中国旅游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产品越

来越丰富，品质也在不断提升。”热爱旅游的单先生对
记者表示，他每年都会安排两三次出游，已去过国内
所有省份。除了旅游产品的不断更新迭代，游客的变
化让他感受更深。“无论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我所遇
到的游客都更加理性、自主、文明。”

近年来，经过政府主管部门、旅游企业、媒体的不
断宣传，文明旅游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景区景点
排队、保护环境、爱护文物等成为游客自觉遵守的规
则，出国旅游入乡随俗、尊重当地人的习惯等观念也
得到普及。

随着旅游活动的高频化，人们的旅游消费观也随
之改变。“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正逐渐向深度游、文化
游、定制游过渡，游客更加关注旅游活动中的体验和
感受，同时重视自己给旅游环境带来的影响。

“过去，我会在意自己去过哪些地方，如今，我更
看重对一个地方的深入了解。”上海游客张女士告诉
记者，在旅游活动中，她愿意为相关文化产品、体验活
动买单。“这与我几年前的消费观有很大的不同，那时
国内游主要为了看景、出国游主要为了购物。”过去的
一个月，通过观看短视频和直播，张女士“云游”了国
内许多地方，那些地方的风景、文化和人，深深地打动
了她，她也购买了一些当地的特产。“想到我所出的一
分力能够帮到当地人，我就觉得这样的旅游才是真正
有意义的。” （本报综合）

我市开展网络宣传系列活动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柴倩报道：5月19

日，市文旅局开展以“文明旅游、健康出行”为主题的网
络宣传系列活动。

当天，在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市文旅局以慢直播
方式，从早上8:00到晚上20:00，持续12个小时，引领
观众云上体会千古风流，英雄豪气，感受那扑面而来的英
雄气，那历史长河中的浓墨与重彩。

我市金牌导游胡晓峰，从吃、住、行等方面，介绍
羊楼洞明清古街、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经典旅
游线路和文明、健康出行的注意事项，传达“健康游”理
念,在浪口温泉酒店、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以及小自然
度假村，展现酒店在疫情防控时期的做法，树立公众对
星级饭店和民宿的信心。

同时，市文旅局组织开展走进通城县活动，从5月
17日到5月19日，带领观众走进通城县博物馆、红色
小镇、瑶祖故里大观园、中华古瑶第一村等景区，感受
农耕文化、古瑶文化、孝善文化的独特魅力。

随着疫情好转旅游回暖，在市委市政府抓紧抓实
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我市积极振兴文旅产
业。目前，我市九成A级景区恢复开放限流接待，旅
行社跟团游逐步恢复，各大酒店也陆续迎来客人。据
了解，网络宣传系列活动还在继续推进中，活动内容
已先后在市文旅局的官方微信网络平台上播出。

5月1日，咸宁天气晴好，我带着家人
来到崇阳县柃蜜小镇。景区门口，人头攒
动，排队购票和等待上山的游客很多。

柃蜜小镇位于湖北省崇阳县金塘镇
畈上村，境内青山国家湿地公园水源金塘
河、金港河交汇流淌而过，自然风光旖旎
秀丽，生态资源独特丰富。双胞胎泉井远
近闻名，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这里
人文历史底蕴深厚，当地高龄老寿星云
集，素有“双胞胎村”、“长寿村”之美誉。

上午9时多，我们一家人缓缓步入景
区。景区内所有游客实名登记、无接触式
测体温，我们在景区管理人员的引导下，
慢慢上山。

北纬29°的咸宁柃蜜小镇，满眼皆是
吸纳山间灵气的柃花。柃蜜小镇玫瑰花

山种植玫瑰、月季、樱花、桃花、格桑花等各
类花卉，万千盛开，令人神往而迷醉。这里
生长了一种名贵珍稀植物柃木，开淡黄小
花，盛花期为寒冬，蜂蜜品质极佳，素称“蜜
中之王”，已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网红景点“七彩滑道”、9D玻璃桥、摩
天轮和高空滑翔伞等项目吸引了不少游
客专门从外地赶来“打卡”，身为本地人的
我还真的有点小自豪。

游览途中，不时有工作人员不间断巡
查，提醒游客增强防护意识，不聚集、不拥
堵，遵守公共秩序，积极配合防控工作。

据了解，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景区每
日的游客接待量控制在最大承载量的
30%以内。此前景区已开展了全方位的环
境消杀等准备工作，并获得监管部门的开
园批准。开业后，景区实行限流管控措
施，安排游客分批次、分时段、间隔性入
园，分散式游览，多措并举保障游客游览
安全。

惊险刺激的玻璃桥上，孩子们开心的

跑来跑去，而大人们却
变得格外谨慎起来。“啊
……”前面有位年轻小
伙子摔倒的声音突然传
来，更是让我们后面一
群人吓得够呛，心里的
害怕又多了好几分。时
间一秒一秒过去 ，我们
忐忑不安的走完了玻璃桥，下桥后才敢看
一看，自己被吓得花容失色的照片。

进入白崖山自然风光秀丽，幽兰飘
香，奇石耸立，神泉涓涓。眼前的美景让
大家看出了神，不是小孩子们提醒，他们
要赶着去动物园看动物，去“七彩滑道”玩
滑行，去恐龙谷看恐龙，我们还要再留念
一番。

我们一行中，老人们得知这里是革命
老区、苏区，他们便提议要去探寻一下这个
村庄的神秘文化。

大革命时期，无数先烈在这里留下了
光辉足迹；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在这里

牺牲并长眠于此；这里是湖北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和咸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
共产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特色的民居内，清幽的原生态山水
人居环境和健康的饮食文化及乐观自然
的生活态度，塑造了畈上的长寿传奇；在
柃蜜香居沁水湾，体会当地风土人文和
饮食生活习俗熏陶。这里的陈寿昌烈士
陵园、革命碉堡遗迹、古佛寺等历史文化
资源，无不弘扬着传统的红色文化和养
生文化。

临近中午，一家人才意犹未尽的出了
风景区，带着兴奋匆匆结束了这次旅程。

游闲 咸宁

柃蜜小镇的甜蜜小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