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素洞景区是湖
北罕见的洞穴旅游景
区。洞中一年四季恒
温18℃，严冬季节，洞
内热浪扑面，暖意融
融；盛夏酷暑，洞中寒
气侵袭，清神爽心，凉
爽宜人，被誉为“自然
大空调”。

洞外竹林风景优
美，享有竹海之美誉。
玄素洞门口往上方，群
山环绕，道路曲折，但
是土特产和民间美食
甚多。其中金峰村（离洞5公里）的干竹笋是用纯天然的本地竹笋晒制而成，经长
时间焖煮后是不可多得的佳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叶子 整理）

陆水湖玄素洞

嘉鱼金色年华养
生谷位于三湖连江的
滨湖地带，水面辽阔，
与长江相连。园区内
土壤肥沃，植被丰富，
种植有大量银杏树、老
人葵、香樟、红豆杉、樱
花、紫薇、桂花树等，森
林覆盖率高达80%。

园区特色项目有
玻璃温室做的全透明
阳光生态餐厅和气膜
房运动馆。生态餐厅
里种植有各种热带植
物，有国家二级保护树种沉香，更有世界濒危珍稀树种红豆杉，让人身在其中品尝
美食的同时，还可以达到养生、养颜等功效。

嘉鱼金色年华

黄龙山景区山川
深重，钟秀奇多。山里
夏季十分凉爽，日温差
与城区在8℃之间，常
年平均气温16.7℃。

黄龙山胜景素有
“江南一绝”之称，这里
生态原始，地貌奇特，
山峦叠嶂。

景区包括云溪水
文化体验区、天岳关
历史文化体验区、兰
溪谷（包括只角楼）兰
花欣赏与自然风光游
览区、凤凰池高山湿地公园、鸟文化园、天岳驿小镇、天岳文化村、天路花海等
主要景区。

天岳黄龙山

吃在咸宁

猫耳朵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猫耳朵是咸宁大街小巷常见的一种传统风味
面食，与北魏《齐民要术》中的描绘形似，其制形如
猫耳，小巧玲珑，筋滑利口，是久传不衰的大众面
食佳品。

据传，清乾隆皇帝下江南，一次微服乘一叶小
舟赏玩西湖。游得兴致勃勃时，天忽然下起了小
雨，众人连忙避雨于小舟船舱内。大家等啊等，可
是雨越下越大，下了许久都不见停。几个时辰过
去了，乾隆皇帝又饥又饿，忍不住问老渔翁有否吃
食。老渔翁告诉乾隆有面但没有擀面杖，做不成
面条。

正发愁之际，老渔翁的小孙女抱着一只小花
猫走来说：“没有擀面杖，我来用手捻。”于是小
姑娘动手将面捻成块，状似小花猫的耳朵，小巧
可爱。她把这形状怪怪的面条下锅煮熟后再浇
上鱼虾卤汁端给乾隆吃。乾隆见面条不同寻常
的模样，玲珑别致，吃后更觉得回味无穷，赶忙
问小姑娘这叫什么面，小姑娘回答说是猫耳
朵。乾隆非常喜欢这道点心，回京后即召小姑娘
为其做“猫耳朵”。自此“猫耳朵”成了一道名点 。

猫耳朵的制作方法简便，我也在外婆的指导
下，尝试了一番。

我按照外婆的要求，在和面的水里加入少许
的食盐，醒面半小时，将面团搓成条状后，再切成
指节大小的颗粒状。用大拇指的指肚压住一颗向
前推捻，一个猫耳朵就做成了，放进开水里稍煮一
下，捞出过冷水，再加入醋和油泼辣子，一碗香喷
喷的猫耳朵就上桌了。

香甜口味的油炸猫耳朵，则是另一种做法
了。主要成分是番薯粉，辅料由花生、芝麻、红枣、
红糖、白糖、姜丝等。番薯煮熟，与番薯粉充分糅
合，作为外皮。花生细切，与芝麻、白糖，少许白肉
拌成馅。然后像包饺子一样包成小三角形，中间
微凹陷，形状犹如猫耳朵。油烧开后，把猫耳朵下
锅炸至变色熟透，即可食用。

这道美食的制作方法并不繁杂，但因为它
独特的味道，成为了我孩童时期里最美好的回
忆。

8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朱亚平

电话：0715－8128771全域旅游2020年7月17日 星期五

E-mail:106098316＠qq.com

本报电话：采访中心8128123 视觉中心8128773 出版中心8128770 专刊中心8128771 新媒体中心8128787 广告中心8128108 遗失声明及公告刊登处8128778 咸宁新闻网8128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22300011 湖北省邮政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发行

游闲 咸宁

赤壁古战场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以
弱胜强”的七大战役中唯一尚存原貌的古
战场。赤壁古称蒲圻，因湖多水广盛产蒲
草（古人编织蒲团的材料）形成集市而得
名。

相传火烧曹军战船时，数里江面一片火
海，把江面崖壁映得通红，周瑜见此壮景，乘
兴疾书“赤壁”二字，后人雕刻在石壁上。

在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内的凤雏庵
前，有一颗千年古树，此树高数十米，主杆
挺拔，枝繁叶茂，甚是壮观，为周边景致增
色不少。据说这颗银杏树距今已有1800多
年了，是庞统当年亲手栽种的。这颗古树

也是当年亲眼目睹赤壁之战后唯一有生命
的幸存者，更有传说庞统死后变为凤凰，后
栖息于这颗银杏树上。

到了长江边，看到两座亭子，分别是望
江亭和翼江亭。翼江亭位于临江矶头，上
盖琉璃瓦，塔状尖顶。不远处则是周瑜的
石雕像，手持利剑，雄姿勃发，英雄气概一
览无余。

望江亭位于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中的
赤壁山的山顶。于亭内，放眼向长江对岸
望去，即可以看到当年曹操二十六万部队
驻扎的地方——乌林寨。

雕塑园的石雕是一些大家都耳熟能详

的三国人物，这些比较有特色的三国人物
及文物模型，精致地撷取的历史镜头，风趣
幽默地再现了《三国演义》中的人文文化，
或令人捧腹，或让人浮想联翩，发思古之幽
情。

原始、朴拙、和谐、自然的雕塑模型立
于茂林修竹间、石桌、石凳旁……内涵丰
富，格调高雅，造型流畅，制作精细，美化空
间，升华环境。 更是让游客能够更好的了
解到三国文化的精彩。

按照汉代风格建造的三国影视城，整
体设计厚重、沉稳。城内花木扶疏，小桥流
水。店铺依岸傍水，点缀以茂林修竹，花光

潭影，令人如入仙境。三国城内无论店铺
风格、经营内容、人员装束皆是三国时期风
格，景区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一处
非常值得一看的人文景观。

恢弘气派的古建筑背后隐藏着的是一
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想看看火烧赤壁是
多么壮怀激烈吗？你也不妨跟我一样，趁
着周末闲暇，来一场难忘的三国文化之旅
吧。

遇见赤壁古战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下列交通事故案件，受害人受伤
或死亡得不到及时赔付，导致家庭困
难，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经
初步审核，符合救助条件，现向社会
公示，如情况不符，请书面举报，收件
地址：咸宁市咸安区温泉马柏大道
297号，联系电话：13789923009胡先
生，公示期限六日。

1、2015年11月10日，李勇志驾
驶鄂LA6898摩托车在肖桥与周典塔
驾驶的无牌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李
勇志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后，
周典塔无能力赔偿本次事故的全部
损失，导致李勇志家庭陷入困难，申
请道路交通事故救助。

2、2019年11月02日13时许，梁
明德驾驶鄂L16A22号二轮摩托车从
温泉方向沿长安大道往咸安方向行
驶，在“福星城”小区公交站台前，将
横过人行横道的行人李梅香撞到，造
成李梅香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
2019年 11月 18日死亡。因伤者家
庭生活困难，而肇事方无力赔偿，李

梅香家属申请道路交通事故救助。
3、2019年12月25日18时10分

许，孙金山驾驶湘JR1763小型客车
从贺胜方向沿京港线往横沟方向行
驶，行驶至京港线 1309KM+850M
处，将右侧路上行人徐兴建撞到，造
成徐兴建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死亡时间正处于疫情期间，徐兴建是
家里主要劳动力，是家庭收入的主要
经济来源。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
子女需要照顾，家庭生活困难。徐兴
建家属申请道路交通事故救助。

4、2020年01月21日19时许，潘
名高驾驶鄂LDM013号小型轿车从
咸安区马桥镇沿马柏大道往岔路口
方向行驶，车超速行驶至马柏大道肖
桥公交站台前越过路中双实黄线，超
越前方同方向王永华驾驶的甘
DQ7279号小型轿车时，将由左至右
横过马路的行人李桂兰撞到，后李桂
兰又被王永华驾驶的甘DQ7279号小
型轿车碰撞，造成李桂兰重伤经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因伤者家庭生活困

难，而肇事方无赔偿能力，李桂兰家
属申请道路交通事故救助。

5、2020 年 5 月 4 日 12 时 50 分
许，袁光明驾驶摩托车从双泉村桂花
城区往南山方向行驶，行至毕曹路口
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的一辆无牌四轮
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袁光明受伤，
左脚跟断裂。事故后，四轮电动车逃
逸。因伤者家庭生活困难，伤者为家
庭主要劳动力，事故导致其生活更加
困难，袁光明家属申请道路交通事故
救助。

6、2020年04月08日20时许，舒
诗容驾驶咸宁LC5072两轮电动车由
咸安沿银泉大道往温泉方向行驶，行
至银泉大道市检察院路段时，与一辆
黑色小型客车相撞，造成舒诗容受伤，
电动车受损，事故后小车驶离现场。因
肇事车辆逃逸，舒诗容家庭属于低保
户，事故受伤后其医药费目前已花费
四万七千多，后续还需继续治疗，此
事故使本就生活困难的家庭更加困
难，舒诗容申请道路交通事故救助。

咸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中心救助公示

出行贴士

暑期旅行安全提醒
暑期假日来临，咸宁市文化和旅游局提醒广

大游客：注意防疫、防洪防汛、提前准备、服从安
排、文明旅游。

一、注意防疫、防洪防汛。为了您和家人的健
康，游客务必注意加强防护，不能松懈。同时，最
近暴雨频发，旅游前应提前关注天气情况，保护好
人生安全。

二、做好行前准备，提前预约。游客出游前，
应事先了解目的地的气候、环境卫生、是否开放等
情况，做好相应准备。

三、服从景区安排。游客应听从景区安排，不
随意进入景区规定的禁区。同时，建议游客根据
自身情况及旅游目的地情况提前购买人身、医疗、
财产、意外等相关方面的保险，维护自身权益。

四、文明出游。游客应遵守旅游目的地的法
律法规、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共同维护良好的旅
游秩序，维护良好的自身游客形象。 (本报综合)

第二届湖北“寻找避暑旅游目的地”

我市四家景区过初选

九宫山 7-8月日
平均温度22.1℃，年平
均温度14.4℃；主峰老
鸦尖海拔1656.7米，为
幕阜山脉最高峰。九
宫山PM2.5平均浓度
8μg/m3，符合空气质
量等级优的国家标准，
负氧离子含量超过
5000个/cm3。

这里森林覆盖率
90.64%，植被以落叶
常绿阔叶混交林为主，
蕨类、裸子植物和被子
植物1986种，其中珍稀濒危植物37种，百年以上古树272棵。景区划分为云中湖
游览区、铜鼓包游览区、金鸡谷游览区、石龙峡游览区、闯王文化园游览区。

九宫山风景区

由湖北省文化与旅游厅，湖北省气象局共同指导的第二届湖北“寻找避暑旅游目的地”活动于5月启动。活
动旨在发掘全省高山避暑、森林避暑、滨水避暑、乡村避暑等消夏纳凉、旅游休闲、度假养生的高质量避暑旅游
目的地，为市民盛夏出行提供参考。同时也促进绿色生态经济发展，助力打造灵秀湖北全域旅游系列品牌，加
快推进疫后重振，助力全省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

经过前期报名征集，全省共51家单位通过初审，我市四家景点景区通过初审。

日前，记者从项目投资管理局获
悉，咸宁市第二人民医院项目建设正
酣，预计将于2021年8月底前竣工。

咸宁市第二人民医院项目位于高
新区栗林村官埠大道与金桂路延伸线
交汇处，项目规划用地面积168亩，估
算总投资3.49亿元，前期配套工程于
今年2月26日启动。

今年来，我市住建部门一手抓常态
化疫情防控、一手抓重点项目建设。14
日，记者在市第二人民医院项目工地现
场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吊车、
挖掘机等施工设备不停地在工地上穿
梭。项目负责人说道：“虽然连日下雨，
但我们项目施工人员克服各种不利因
素，在保证安全建设的前提下，抢抓工程
进度，全力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完成”。

据介绍，该项目将按照“大专科、
小综合”的原则进行建设，建设内容主
要包括住院部、门诊急诊楼、医技楼、

行政楼等，共设置病房200间、病床
500张。同时，加挂咸宁市传染病医
院、咸宁市结核病防治院和咸宁市职
业病防治院3块牌子，将极大优化我
市医疗资源，补齐公共卫生事业短板。

市投资项目管理局负责人刘建华

介绍：“咸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建成后，
将主要满足市城区传染病诊疗及各县
市区危重患者救治工作需求，同时满
足综合性医院基本功能。为实现分级
诊疗、疾病防控和持续提升市民健康
水平奠定坚实的医疗卫生资源基础。”

补齐公共卫生事业短板

市第二人民医院项目建设“加速跑”
记者 鲁芳 通讯员 尹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