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行贴士

冬季旅游注意事项（一）

在寒冷的气候出游，需要做到有计划应改变。
冬季旅游第一要务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被冻

伤，羽绒服、保暖服装、帽子、围巾、手套、鞋袜都要精心
准备。

在准备或者购买服装的时候，要选择尽可能将自
己包裹起来的服装，减少皮肤暴露的部位。对易于发
生冻疮的手、脸等部位要抹防冻油膏等护肤品，有必要
经常活动或按摩，以增加皮肤裸露部分的血液循环。

服装的选择上，要学会用服装建起御寒屏障，最外
层的衣服应有防风性，可选呢绒、毛皮或皮革质地的服
装。羽绒服保暖性很好，是冬季旅游的首选服装。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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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咸宁
咸宁最美芦花观赏地

吐絮若飞雪 美景入画来
每年11月至12月，几万亩野生芦花齐齐绽放，这

是咸宁秋冬两季交替时独有的美景。
芦苇花到底有多美？有人曾这样写道：“一片斜

阳，反照在芦花浅渚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
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晴明浩荡。”

近日，市文旅局为游客们寻觅到了咸宁4处最美的
赏芦地。周末约上好友，一起去感受芦苇荡中的浪漫
与诗意，看看那藏在芦花背后的静谧风景吧。

● 通山县洪港镇

在咸宁，如果你想看大片大片的芦苇荡景观，那就
不得不去通山洪港镇下湾村的芦苇荡，这片芦苇荡位
于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湿地公园富水湖，面积2000
多亩，是通山县最大的芦苇荡。

这里河岸湖汊，小岛洼地，芦苇密布，尽收眼底。
洪港下湾的芦苇生长在浅水中。闲暇时，你或在

岸边行走，或借小舟匍匐在水面，都是一幅美好画面。
当你乘船驶入芦苇丛，湿地中白鹭成片起飞时，更像置
身“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美好画卷中。

地址：通山县洪港镇下湾村

● 嘉鱼县簰洲湾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诗经》里说的蒹葭，就是芦苇。

长江的美自古以来是美在大三峡、西陵峡等，那里
是以山及大峡谷美，而进入长江中游嘉鱼则以长江广
阔的百里惊涛骇浪，沿江万顷沼泽芦苇荡为美。

湖北长江中沙洲之多莫过于嘉鱼县，有七座沙洲，
形成长江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沿着芳草丛生的江边小
径，走向一望无际的芦苇荡。江风吹来，高大的芦苇如
海浪般起伏。抬脚之间，惊起一只只蝴蝶翩翩起舞，瞬
间心情也会变得好起来。

地址：簰洲湾镇团洲

● 陆水湖湿地公园

深秋，俯瞰赤壁市陆水湖，湖中大小岛屿上的植被
五彩斑斓，秋意盎然。

暄气初消，葭正苍，鱼正肥，芦花皎洁。在深黄浅
绿中有一抹不同的颜色，那一丛芦苇没有连成一片，深

深浅浅地在湖水里摇曳，花絮纷飞，如练如霜。
地址：赤壁市陆水湖大道646号

● 中华古瑶第一村

从仙龟过海经李将军庙、瑶乡果园、湿地游园、古
瑶垒石旧址、采摘园、瑶望千年广场、古瑶文化陈列馆
至内冲村史馆，一条长长的游人步道铺设其中，步道中
间流水潺潺。

天气转凉，秋意愈浓。轻轻柔柔的芦苇们正随风
飘荡，形成一片白色的花海。绿叶、白花与蓝天交接成
画。秋末冬初的步道边，芦苇微微，随风飘荡。从边上
望去，芦花远远近近，层层叠叠，绽放在蓝天白云之
下。你可以走上湿地公园中央的问津亭，配上绝妙的
悠悠山下村庄背景板，那一丛芦苇就是那化龙点睛之
笔。

地址：通城县大坪乡内冲村
（本报综合）

一个从偏远的阳新山区走出来的平凡
人，怀揣一个良好的心愿——“百善孝为先”，
在养老事业上有所作为，为天下老人颐养天
年尽绵薄之力。

萌生这一心愿，与他人生历程中两位最
爱的亲人密切相关。

一位是最疼他的奶奶，她含辛茹苦抚育
大一帮儿孙，直到耄耋之年还要颠着小脚独
自拾柴做饭，从未享过一日体面的幸福的老
年生活，成为他永远的心头之痛；

一位是他高中的恩师，教书育人一辈子，
退休之后独守蜗居，孑然一身，七十刚过因生
活无人照顾导致营养不良而早早离世，成为
他挥之不去的感伤记忆。

懂孝道、知感恩，成为鞭策余敦尧成长的
优秀品格，伴随着他人生的跌宕起伏和商场
的摸爬滚打，这一心愿不但没有被时光冲淡，
反而是越加强烈。

2010年，经过多方酝酿在咸宁市政府和
市直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他在咸宁市城区
征得了100余亩养老项目建设用地。该地块
依山傍水，环境优美，是咸宁城中少有的康养
宝地，当时正值房地产炙手可热的黄金期，很

多朋友劝他搞房地产开发，说养老服务太难
太累。

然而，余敦尧不为所动。
儿时久藏于心的那个美好愿望就要成为

现实！他憧憬着，一幅美轮美奂的蓝图渐渐
在他的脑海里呈现——

在美丽的香城泉都，一座占地百余亩，集
医疗、康养、寓居、娱乐、保健、休闲、运动等于
一体的新型专业养老机构拔地而起，其间亭
台楼阁花树掩映，水光山色相映生辉；各类设
施一应俱全，贴心服务尽善尽美。老人们其
乐融融，子女们如沐春风……

为了让这一蓝图变为现实，从2010年开
始，余敦尧将全部身心和资金都投在了养老
康复中心的规划建设上，作出了常人难以想
象的巨大而艰辛的付出。

仅村民苗木补偿、房屋拆迁就耗去了近7
年时间！且至今尚有两处坟地没有迁走。

这7年里，余敦尧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
夜，化解了多少次矛盾纠纷，经受了多少回焦
头烂额……个中滋味，无以言表！

然而，他毫不动摇。
他认定自己所做的养老事业，有益社会

福泽子孙后代！
经过执着的坚守与不懈的努力，加之众

多朋友默默的关心与支持，最难的时候他挺
了过来——

今年3月底，一栋11层12200平方米的
养老康复中心一期工程——养老核心功能综
合楼建设项目启动。完全按照专业养老机构
标准与要求而设计，其中1-4层为医疗、康
复、餐饮、娱乐等活动场所，5-11层为医养结
合养老服务床位300张。目前，主体工程建
设正在有序进行，力争明年年底完成室内装
修并试运营。

如今雏形初显，要完成整个中心的建设，
还需要投入更大的资金和花费更多的精力；
特别是中心建成后的运营，还有更为细致的
工作要做，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但余敦尧抱定信念和决心，积极响应国
家“持续扩大普惠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推动
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号召，心无旁骛，坚
持不懈，将养老康复中心项目建设进行到
底，让更多的老人安享晚景、颐养天年，让敬
老爱老的美德在鄂南的锦绣土地上发扬光
大！

余敦尧：初心不改 为天下老人颐养天年

遗失声明
湖北赤壁赛飞摩擦材料有限公司遗失

在中国工商银行赤壁西湖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 ，核 准 号:J5362000145501，账 号:
1818050619200017931，特声明作废。

罗亨佛遗失位于通城县隽水镇秀水社
区的集体土地证，证书编号:010704002，
宗地面积69.31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融媒体中心遗失湖北增值普
通发票一张，发票号码：85526667，特声
明作废。

公 告
李金龙，你持有的房产证（所有权证号

012107）因申报资料不实，不符合法律法
规要求，我局已于2020年11月17日作出
隽自然资规行政决定202001号行政决
定，注销该证。如有不服，请于本公告日起
60天内向通城县人民政府或咸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
月内向通城县人民法院起诉。

通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0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将
《崇阳青科养殖有限公司青科牲猪代养场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有关信息公示如
下：

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VCYtt0Z6_amzNsCn3ZDjLg，
提取码：gl0d，查阅纸质版，请至崇阳县路口镇长

青村三组（崇阳青科养殖有限公司）。
受建设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以及关注

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可填写公众意见表（请提
供真实的身份信息及有效的联系方式），反馈至
邮箱：378729129@qq.com。

公示期从公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崇阳青科养殖有限公司

崇阳青科养殖有限公司青科牲猪代养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因我公司隶属关系变更，按上级主管
部门要求，我公司对原有的下设项目部全
面进行清理，对原有项目部出具的法人授
权委托手续，项目部使用的印章等从声明
发布之日起全部作废。原有下设项目部的

银行账户从声明之日起全部由我公司监
管，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与我公司下设项
目部签订的合同、协议等法律行为均与我
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赤壁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声 明

甑蒸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珊珊

突然意识到，已经许久没有闻到香甜软糯的米香
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通城人，相信许多人的童年
记忆里，都缺不了那口米香扑鼻的甑蒸糕。那个几十
年如一日的一个小摊，摆在老广场的一个不起眼的角
落，是我学生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一张四方桌，四条长板凳，若干小瓷碟，一次性碗
筷，一盆蘸粉，这便是招待顾客的“门面”。没有招牌没
有广告，没有人会嫌弃这个摊位简陋，靠的是香飘几里
的米香和口口相传的口碑。无论是归家游子，还是放
学回家的学生，都十分默契的汇聚在摊前。婆婆做的
甑蒸糕一般都是现做，没有帮手，她手脚麻利，不用顾
客多等。只见圆形木甑填满糯（粘）米粉，放在覆盖湿
布的蒸汽锅炉小孔上，盖上盖子蒸十几秒后，用竹筷取
出一个热气腾腾、米香四溢的甑蒸糕，再沾上混合红糖
和白糖的细米粉放进食客的小碟中。此时趁热吃一
口，浓浓的米香和裹着的干米粉入口绵密，软糯的米和
掺了红糖白糖的米粉碰撞，既不腻，还清甜。吃得快了
烫嘴，便迫不及待吞了下去，而婆婆则笑着跟你说“慢
点吃”。

那时候学校离那边很远，在学校寄宿的我，周六中
午总是会约上几个同学，趁着机会出学校采购一番，顺
便吃些美食。学校的饭菜只能满足饱腹，对于我们来
说，老广场的甑蒸糕，博粉面馆的粉，九九源家的鸭脖，
都是每个星期不可多得的珍馐。

中午一两个小时的外出时间十分短暂，我们吃完
饭后便在婆婆那里坐一会，先吃个3块钱的，吃撑后，
再打包5块的带回学校，分给其他同学。那时候的周
六的下午和晚上是每个星期最开心的，同学们会从家
里带不同的美食，而我每次分享的甑蒸糕都能得到同
学们的一致好评。毕业后离开家读大学工作，就再也
没吃到过这种家乡的味道，而当年和自己一起坐在摊
位前吃甑蒸糕的同学，也早就各奔东西。

今年再去我才知道那个老婆婆叫吴细池，年纪和
我家奶奶一般大，她已经在通城县城做了40多年的甑
蒸糕。每次在她的摊位前，我都能看到许许多多慕名
前来的顾客。南来北往的顾客挤坐在一张四方桌旁，
大家都因这美食而聚集，等待的过程中用家乡话唠一
唠嗑，讲一讲无关紧要的事情，吃一份甑蒸糕的时间，
便能暂时将生活和工作的烦恼遗忘。年长的大人互拉
家常，年轻的学生嘻嘻哈哈，慈祥的婆婆一边忙碌一边
笑着看大家吃，或者这也是许多人愿意坐在这里吃的
原因吧。

本周六，通城县善源谷孝善文化旅游
节暨善源谷开园周年庆典，将在善源谷景
区举办孝善文化旅游节。

2019年11月19日，通城善源谷景区
盛大开园，景区以“善”文化为主题，突出
山水特色，打造上善若水的鄂南风貌山地
水乡特色景观。开园后，景区高标准定
位，提炼出孝善文化主题，抓好项目建设、
运营管理，不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

一年间，善源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
万人次，在“六一”儿童节、建军节、父亲
节、重阳节及“惠游湖北”活动期间开展了
系列旅游惠民活动。景区引进游艇、大唐
不倒翁等一大批娱乐项目，组织了通城首
届灯光节、扶贫助农歌手大赛、板栗节等
系列活动，极大提升了游客体验。景区倾
力打造孝善文化，取得了丰硕成果，自行
编创了舞蹈《上善若水》《汉礼》、孝善文化
主题情景舞台。

文化旅游节活动由评选表彰、文艺展
演、研讨会、运动比赛等精彩环节组成。

亮点1 孝善典型人物评选
五里镇上孝善文化深入人心，融入村

民生活的一点一滴中，活动期间将在全镇
范围内，进行孝善典型评选表彰，评选出
十佳善源寿星、十佳孝顺媳妇、十佳美德
少年、十佳幸福家庭。

亮点2 善源谷书法摄影展
多位知名书法家、画家、文化人士，将到

善源谷景区实地采风写生。他们将在善源
谷迸发创作的灵感，并由书法、摄影、诗词等
作品展示出来。届时山从画中露，水从笔下
走，游客将从展览中品味景区的风情。

亮点3 “情定善源谷”孝善文化节
文艺展演节目不仅弘扬传统文化，还

培育了家国情怀。善源谷自编舞蹈《上善
若水》、情景表演《汉礼》、舞蹈《唐风宋
韵》、集体朗诵《弟子规》、《木兰辞》等一大
批传统文艺节目和通城本地文艺作品《我
们的好家园》、《药姑山之恋》、古瑶《长鼓
舞》、《九井峰茶歌》等节目将精彩上演，为
游客们带来华丽的视听盛宴！

亮点4 善源谷“爱在你我身边”孝
善文化研讨会

活动期间，省、市孝善文化研究领域
的领导、专家、教授、学者，地方孝善文化
传承人、爱心人士代表，五里镇、村、社区
代表，将共同探讨研究善源谷景区文化发
展和孝善文化传承等问题，推动孝善文化
的落地生根与发展弘扬。

亮点5 咸宁市第四届气排球联赛
能让你在寒冬挥汗如雨的地方，除

了热气腾腾的火锅店，还有热火朝天的
体育馆。本周六，来自咸宁各县市的参
赛队伍将齐聚一堂，在五里镇全民健身
中心，化身一个个热血少年，留下他们矫
健的身影。

（本报综合）

通城善源谷举办孝善文化旅游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