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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咸宁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9月2日上午，嘉鱼县烟草专卖局组织党员到创卫责任路
段茶庵路南段两侧开展“牛皮癣”专项清理和卫生大扫除活动，
营造干净整洁的街道环境，提高居民爱护环境意识。

活动现场，党员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有的拿起小铲子、
钢丝球，对着绿化树木、电线杆、建筑物外墙上张贴的“小广告”用
力擦蹭；有的拿起扫帚、撮箕，清扫街面的落叶、塑料袋；有的拿起
火钳，拾拣藏匿在角落里的烟头、小包装袋、废纸屑。在美化环境
的同时，党员们还与街边店主、过往行人沟通交流，倡议全员行动
起来，不乱张贴小广告、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为创建文明城
市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辛勤劳动，共铲除

“小广告”20余块，清扫路面900余平方米。 （通讯员 谭昊）

市烟草局“光盘”
倡议拒绝餐饮浪费

本报讯 通讯员杨光报道：日前，咸宁市烟
草专卖局发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餐饮浪费”倡
议，号召全体干部职工践行“光盘”，拒绝“剩宴”。

做拒绝浪费的拥护者。在食堂工作区和职
工就餐区等张贴拒绝餐饮浪费提醒标识展板、横
幅41条（块），引导干部职工牢固树立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营造“珍惜粮食、拒绝浪
费”良好氛围。

做厉行节约的践行者。向全体党干部职工
发放“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餐饮浪费”倡议书，动
员大家迅速行动起来，在取餐的时候，尽量做到
适度适量，避免出现剩饭剩菜现象，带头落实“光
盘行动”，节俭节约、光盘光荣。

做良好风尚的引领者。精心组织开展“节约
光荣、浪费可耻”主题宣传活动，利用市局OA
网、企业微信等载体大力宣传按量取餐、科学进
餐良好风尚，引导干部职工培育“舌尖上的美
德”，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近期，通山县烟草专卖局通过电子横幅循环播放标语、显
示屏循环播放倡议书、餐桌摆放宣传桌签等形式，进一步加强
对习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指示精神的宣传，大力营造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企业氛围，推动干部职工养成崇俭戒奢
的良好生活习惯。

（通讯员 黄国枫）

通山烟草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嘉鱼烟草践行“微承诺”铲除“牛皮癣”

糖蒜，一种造型圆润可爱又带有丝丝蜜糖滋
味的美食，让人不禁闻其名而垂涎欲滴。糖蒜特
别的腌制手法，让辛辣的蒜味消失，留在口角的
只剩下一抹清甜。

春天刚到，储存在厨房里的大蒜就耐不住春
风的催促，早早地冒出芽来。心急的人，早将剥
去皮的白白胖胖的蒜瓣耐心地排列整齐，在器皿
中浅浅地放一点水，用醋腌起来等着开启美味之
旅。

小时候，长辈告诉我，说腌制的糖蒜一丁点
儿糖都不用放，做出的口感不仅毫无蒜头的辛辣
味，还爽口又清脆，带着天然的微甜。说实话我
不太相信，大蒜不放糖怎么可能变甜呢？

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好奇尝
试操作，将蒜放进密封的玻璃瓶后，就开始了迫
切的等待。过些天后开罐一尝，真的是酸中带
甜，清脆爽口。尤其吃热呼呼的火锅时，佐上几
头糖蒜是必不可少的！

腌制糖蒜一般都在农历腊月进行，以鲜大
蒜、米醋为原料，加上草果、八角、茴香等佐料。
选用鲜大蒜，色白，瓣大，均匀一致，辛辣适中，有
香气。

先将鲜大蒜割除根须，剥去外皮（留下内
皮），洗净，把米醋和佐料合在一起放入锅内，加
上清水，熬成汤汁，倒入缸内。

待汤汁凉后，将大蒜放进缸内，汤汁要淹过
大蒜，然后用布盖住缸口，用麻线扎紧，加上木
盖。腌制至少要经过8个月，中间还要换汤2－3
次。腌制时间越久，色香味愈佳。

腌制好的糖蒜，保持大蒜整个原形，色泽黑
红光亮，清香脆嫩，甜酸适度，味美可口，是佐餐
佳品，有开胃、助食之功效。

大蒜是普通的家常菜，吃法也是多种多样，
掰着蒜瓣生吃，做成蒜泥蘸着吃，切成蒜片拌着
吃，放到灶台里烧着吃，串起来烤着吃，切成蒜片
炒着吃……所有这些，都各有各的味道。而糖蒜
是夏秋季里的一抹“小清新”，是餐桌上必不可少
的“黄金配角”。

现在，家家户户都能备上腌制糖蒜的器具。
糖蒜要是捣碎了，用热油炝过，无论是拌面还是
拌凉菜，都别有一番滋味。

糖 蒜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九月这些文旅活动火热开锣
“惠游湖北 乐享咸宁”平台

新上线三家免费预约景区
本报讯 通讯员柴倩报道：近日，众所期待

的金色年华养生谷、光年城堡、柃蜜小镇风景区
登上了“惠游湖北 乐享咸宁”免费预约平台。

金色年华养生谷总占地面积约15000亩，景
区一期综合服务区包括生态景观大门、生态餐厅
暨接待中心、气膜房、国医大师工作站、丛林木
屋、趸船木屋、鸟巢树屋、四合院、养老中心、月子
中心、林下温泉、林下花海、网球场、电子射击场、
银沙滩、武侯坡三国人物雕像景观、养生文化景
观等。地址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武侯坡，预约电话
0715-6666957。

光年城堡是嘉鱼打卡新地标，是一座北欧复
古风格城堡，罗马柱、雕塑、八角房、拱形窗，每一
个景致都在倾诉城堡堡主的匠心打造。西式的
城堡里，藏着类似中国古代的厨房，墙角摞着整
齐的木柴，灶台上热气滚滚，工作人员穿梭其
间。地址位于嘉鱼县新街镇新汉路150号，预约
电话0715-6669068。

柃蜜小镇青山环绕，风光旖旎，空气清新，是
生态资源丰富的宝地。同时，柃蜜小镇高龄寿星
云集，有着“长寿之村”的美誉。景区有超带感的
滑翔伞基地，有9D高空玻璃天桥，有可爱的动物
园，有炫酷的七彩滑道，有科幻的恐龙谷，梦幻的
水上乐园，清新的竹林木屋别墅。地址位于崇阳
县金塘镇畈上村4组，预约电话400-0011-012 、
15271916034。

蒲圻街道办事处平安创建稳步推进
本报讯 通讯员何浩、周象明报道：2020年，蒲圻街道办事处维稳

中心工作人员，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敏锐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疫情期间，
抓抗疫阻击，抓道路封堵，抓人员稳控；疫情过后，从实从严化解矛盾纠纷，
解决了历史遗留的疑难问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全力争创平安乡镇。

彻底解决陈年信访问题。2013年农贸望家欢项目征地补偿时，钱
干林、徐燕春、钱忠才三人认为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偏低以及集体土地补
偿款分配不均等诸多理由，多次越级上访。疫情过后，维稳中心工作人
员以高度的政治敏锐力和决心，多次上门做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
点。通过多次协商，一次性给予钱干林等人相应补偿。由于措施得力，
钱干林等人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抓落实。2017年9月京珠高速公路翻车
致使不明液体泄漏，陈跃华承包鱼塘里的鱼无名死亡。蒲圻街道办事
办事处维稳工作人员及时介入，调查后获悉是由于高速公路翻车导污
染致鱼死亡，经协调由施工方给予赔偿，陈跃华对赔偿不满意。2020
年4月，因补偿标准低，工程质量差，陈跃华再次上访。对于群众反映
的问题，蒲圻街道办事处综治维稳工作人员高度重视，5月8日，办事处
工作人员对于排水不畅问题，责令相关人员重新安装直径30厘米的排
水管，同时对补偿偏低的问题进行了协商解决。

由于蒲圻街道办事处维稳工作人员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和解决群
众所反映的问题，一些陈年遗留的问题和疑难信访问题得到解决，从
而，为蒲圻街道办事处平安创建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与爱同行 惠游湖北 乐享咸宁”走进赤壁

活动时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
活动地点：三国赤壁古战场

主要内容：以历年
来咸宁市新时代文艺
中心创作编排的地域
风情歌舞为节目主要
来源，“咸宝”和“小宁”
作为舞台主要青年男
女的人物形象出现，由
其各自带领自己的歌
队、舞队，用幽默、豪放
的对话及舞蹈方式，形
成一台微型版本《唱山
唱水唱生活》的风情歌

舞剧目，走进三国赤壁古战场。
主办单位：咸宁市文化和旅游局

活动时间：9月19日下午15：00-16：00
活动地点：咸宁文化中心四楼“香城戏台”

主要内容：讲述了
产业扶贫带头人一豆制
品厂厂长知敏，为响应
产业化发展号召，决定
在村扶贫会上献出妻子
豆花祖传下来点卤用的
瓢，以便让大家共同致
富。夫妻两人为抢瓢闹
得不可开交。后来，豆
花欣然献出绝技，带领
大家走产业化发展道路
的故事。

主办单位：咸宁市群众艺术馆、咸宁市
戏剧舞蹈家协会

“香城戏台”《豆花飘香》专场

“我爱我家”创文演出进社区

活动时间：9月
活动内容：独唱《中国好姑娘》、小品

《家风》、音乐情景剧《我
爱我家》、歌舞《幸福家
园》等17个创文城市主
题文艺节目，宣讲咸宁
文明城市创建精神、内
容和成果。

9 月 7 日 19：30 桂
花路社区

9 月 8 日 19：30 滨
河社区

主办单位：中共咸
宁市委宣传部、中共咸

宁市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咸宁市文化和旅游局

“礼乐学堂”关爱农民工子女活动

活动时间：9月9日、9月下旬
活动地点：咸宁市博物馆、桂花镇盘

源村五爱小学
主要内容：关爱农

民工子女教育是2020
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承
诺为农民群众办好事
办实事的重要项目之
一。通过组织走进博
物馆、咸博小课堂、百
书传文化等活动，加强
我市对农民工子女的人
文关怀、思想教育，让农
民工朋友感受党和政

府的关心、关爱。
主办单位：咸宁市博物馆

“文化力量·民间精彩”展演

活动时间：9月下旬
活动地点：咸宁市

人民广场
主要内容：全市第

五届广场舞展演
主办单位：咸宁市

委宣传部、咸宁市文化
和旅游局、咸宁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

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班

活动时间：9月
活动地点：咸宁市

群众艺术馆
主要内容：茶艺班、

葫芦丝班、工笔画班，应
疫情常态化防控需要，
实行限额办班。

主承办单位：咸宁
市群众艺术馆

八月“与爱同行 惠游湖北 乐享咸宁”如火如荼，九月精彩继续，文旅活动周周有
惊喜。咸宁人赶快提前了解，提早规划时间，精彩好戏不要错过。

活动时间：9月-12月
活动地点：田野农

博馆、田野开心农场
主要内容：参观田

野农博馆，到田野开心
农场开展百变造型、“神
奇的种子”菜苗培育、多
肉DIY、勇闯花海迷宫、
神农乐园探险等。

主办单位：嘉鱼田
野乡村公园

田野乡村公园亲子寻宝活动 “致敬‘筑梦人’，全民谢师恩”活动

活动时间：9月
活动平台：市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
活动内容：按主题

要求录制作品，用你的
声音为老师送去最真挚
难忘的教师节礼物。

主办单位：咸宁市
图书馆、优谷朗读亭

（本报综合）

咸宁市公务员局遗失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温泉支行的基本
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0000054406，账号：566457534573，
特声明作废。

薛顺金遗失咸安区温泉肖桥村红泉小学内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22301800067364，特声明作废。

刘细珍遗失残疾证，证号：42230119461220492X62，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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