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行贴士

冬季旅游注意事项（四）

冬季旅游时，泡温泉是必选项目。那么泡温泉有
哪些注意事项？

1、不要从水温最烫的地方开始，要从水温最温和
的池水开始浸泡，每次泡温泉的时间最好控制在
20-30分钟。

2、不要在烫身的池水中每次浸泡时间超过10分
钟，要及时让身体上胸及时露出水面或离水歇息。

3、温泉温度过高，会出现出汗、口干、胸闷等不适
感，这是血液循环过快的正常反应。若有不适，应马上
出水，披上衣物，在旁喝水休息。

4、泡完温泉后,最好还是再用清水冲洗一下，擦拭
一些润肤乳，帮助皮肤保湿。

5、泡温泉浴时可以闭上眼，以冥想的心情慢慢地
深呼吸，这样能真正释放压力，让身体全面放松。

6、太疲劳、太饱、太饥饿、过量饮酒、心脑血管疾病
患者、皮肤病患者和孕妇不宜泡温泉。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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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咸宁

游闲 咸宁

每次放假回家，周末简单的晚饭过
后，我和家人总喜欢去附近的雁塔广场散
散步。

入冬后，天黑得越来越早，出门散步也
开始有凉风包裹。街灯亮起，天晴时，暖黄
的街灯和落日余晖在墨蓝的天空下显得格
外相称，沿着河边走，波光粼粼的水面就像
天空的画板，倒映着五彩斑斓。不远处就看
到雁塔桥上的灯。桥是今年新修建起来的，
古色古香的雕栏画栋，贩卖冰糖葫芦的大
婶，嬉笑的小孩，来来往往散步的人们在桥
上行走，颇有影视剧中繁华京城里上演的画
面感。

沿着河边一直走，再往前就是雁塔
了。夜幕暗下来的时候，塔身黄灿灿的灯光

就亮了。雁塔塔身高45米，塔刹高7米，总
高52米，走近需要抬头仰望它。整个塔共
七层八面，飘逸的飞檐悬挂着铜铃，风一吹
就听见清脆的铃音，不觉吵闹，只觉静心。

雁塔，又名文峰塔。始建于唐代，通
城古八景之一，谓之“雁塔穿云”。据同治
《通城县志》载：“昔有僧满大于水口星华
寺侧募建石塔五层，高五丈，嗣周湘重修，
市民周以胜造石佛镇之”。此塔平地突
起，雄伟峻美。明训导刘宏有诗纪胜云：

“玉笋嶙峋插太空，光芒直射五云中。登
顶四顾浑无际，人在蓬莱第几宫？”1966
年，古塔拆毁无存。新的雁塔广场于
2017年5月正式施工，雁塔也在那个时候
被重新修建。

塔周围是空旷的广场平地，一群群阿姨
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广场上跳舞。这一块是
现代舞，那一块是交谊舞，自信的阿姨们和认
真的叔叔们仿佛回到了年轻时候，舞台上，此
刻的他们显得十分耀眼。每次看到他们的精
神面貌，我就深深的感觉到，如今生活越来越
好了，大家都在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状态。

路过广场会看到一些爱国教育和礼义
廉耻教育的宣传语镌刻在雕像上，设计十
分巧妙，一些小孩子被雕像吸引过去，用稚
嫩的声音念着上面的字，有些字还认不全，
大人就在一旁耐心的教，显得其乐融融十
分温馨。

天彻底黑了，我家晚饭吃得早，等到
走一圈后，散步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小县

城熟人多，走着走着总会遇到一些许久未
见的叔叔阿姨，和爸妈亲切的寒暄，见我
在一旁，也会热情的问一问我的近况。待
他们走远后，爸妈就会开始讲这位叔叔或
者阿姨和我小时候的故事。

走过雁塔，再路过九眼桥，转一圈就
结束了傍晚的散步。无论来雁塔散步多
少次，我都感觉十分新鲜，水天一色，波光
倒影，桥与船，古塔与游人，像一幅幅画
卷，赋予了闲暇时光最自然的装潢。

夜游雁塔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珊珊

蒸芋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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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头是一种重要的蔬菜兼粮食作物，营养和药用
价值高，也是咸宁大街小巷老少皆宜的食品。

冬季的香城泉都，寒风瑟瑟，我不禁裹紧了衣服。
经过某个拐角，闻到一股香甜的味道。原来是一户商
店正在做午饭，蒸锅的盖子掀开，芋头冒着热气。馋嘴
的孩子守在饭桌旁，迫不及待想尝下新鲜出炉的美味。

“深夜一炉火，浑家团圆坐。煨得芋头熟，天子不
如我”。写这诗句的据说是一位山野之人，爱芋头也真
是爱到骨头里去了，和杜甫老夫子写太白先生的那句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有一比，美酒让
人沉醉，而香甜可口散发着香热之气的煨芋头让人饱
腹，也让人知足。

芋头长得很质朴，它没有苹果的娇艳，不像芦笋
那般“小清新”，也没有西红柿如火似的炫耀，在那灰
褐色粗糙的外表里，却包裹着洁白的心灵和丰富的
内涵。

喜欢芋头那淡淡的清香。它虽然没有花香的浓
郁，没有果香的扑鼻，也没有别的美味佳肴的诱人，但
那弥散在空气中的甜甜的香味却令人驻足，惹人回望。

火灰里煨芋头我没有尝试过，但蒸芋头熬芋头粥
等，是我在家里经常做的，尤其是芋头米粥，把芋头洗
干净、刮掉外皮，切成小块，乳白色的芋头块和黄澄澄
的小米、洁白的香米一块儿熬粥，熬得芋头软软的、糯
糯的，有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喝的时候如果放些白糖，
就更加香甜可口、美味无比了。

芋头既能当饭，也可用来做菜，家乡的家庭主妇个
个都是练出来的巧厨。田里归来坐下歇息的空儿，从
窗下拾起一块碎玻璃，眼前摆一篮子毛芋头，边择毛边
刮皮，很快就加工成一盆干净的芋头。

有老人告诉我，芋头的黏液中含有皂甙，能刺激皮
肤发痒，因此生剥芋头皮时需小心。可以倒点醋在手
中，搓一搓再削皮，芋头就伤不到你了。

大铁锅里倒点肥猪油，切几片肉烤成金黄，加盐，
切点葱花爆锅，哗啦啦把一盆白生生的芋头倒进去翻
炒几下，加水，盖上锅盖，加水炖煮，不久和着肉香的芋
头香味便能从这家的院落飘到邻家的窗下：谁家蒸芋
头呢，真香！蒸熟的芋头去了皮后，白白嫩嫩，一口咬
去，绵绵糯糯的，有股清甜，是童年记忆的味道。

崇阳检察院

对3名涉罪未成年人不起诉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文涵报道：近日，崇阳县检察院召开不

公开宣告送达监督会，分别对一起寻衅滋事案件中3名涉罪未
成年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进行不公开宣告送达。

2020年1月，夏某某、陈某某、娄某某受人邀约，参与到一
起寻衅滋事犯罪中。夏某某、陈某某为泄私愤随意殴打他人，至
4人轻微伤，娄某某持械恐吓他人，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

承办检察官在审查该案后认为夏某某、陈某某为未成年
人，具有自首、初犯、认罪认罚、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并取得谅解、
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等从轻、减轻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娄某某
亦为未成年人，具有坦白、初犯、认罪认罚、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并取得谅解等从轻、减轻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经进一步开展
社会调查，结合3人家庭情况、成长经历和性格特点、综合案件
事实和量刑情节，崇阳县检察院对夏某某、陈某某、娄某某作出
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宣告会上，承办检察官宣读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后，对3名
未成年人予以训诫，指出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告知其在考察
期内需要遵守的相关事项。

考察期内，崇阳县检察院将联合咸宁灵悉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根据3名涉罪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共同开展帮教、考察工
作，帮助其生活、学习回到正常轨道。并勉励高三学生陈某某
努力学习，争取在考察期结束时考上理想的大学。考察期满
后，3名涉罪未成年人若未违反法定情形，检察机关将对其作出
不起诉决定。

加快城投改革转型
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崇阳城投 主办

12月7日上午，崇阳县城投公司组织
全体干部职工召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暨“32125”监督工作推进会议，为
大家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廉政课。

会上，公司总经理王洪勇向大家传达
了县委办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暨“32125”监督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突
出强调了县纪委书记何志强的讲话——
压实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务实
重行，履行日常监督责任。董事长吴旭辉
重点解读了什么是“32125”工作法，并以

家庭间父母与子女间的管教为
例，从三个方面通俗易懂地阐述
了如何抓好国有企业党风廉政
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
管理；增强法纪意识，形成自我
约束；坚持审慎态度，按照规矩
办事。

“城投公司作为县内较大的
国有企业，要始终坚持把国有企
业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
重要内容，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管
理的各环节，为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保驾护航。”监事长姜蓉会后感慨说道。
通过日常监督“32125工作法”和相

关党内法规文件的衔接关系解读，让大家
对党内监督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增强
了干部职工“严在平时”“抓在日常”的意
识，推动城投公司党风廉政建设抓早抓细
抓实抓出成效。 （石旭利 李轶）

崇阳县城投公司

压实主体责任 护航企业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唐亚群、刘智利报
道：近日，崇阳县税务局部分党员干部与
包保联系的崇阳县天城镇十字街社区民
主路党支部第七网格部分党员代表，开展
党建联建活动。

活动过程中，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
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随后，全体党员
分头行动，清扫地面垃圾，清除墙上小广

告，对小区环境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
十字街社区民主路党支部于今年9

月份成立，辖区人口602户，计2408人，
共有党员52人。崇阳县税务局在支部成
立之初给予物力财力支持，并派驻1名副
科级领导干部担任支部第一书记。

今后，该局将持续以党员干部常态化
下沉社区为契机，与包保联系支部一起开
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带头
作用，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合力创建文
明城市奠定坚实的基础。

崇阳县税务局

与包保社区开展党建联动

本报讯 通讯员曾傲报道：近日，为
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反洗钱防范意识，夯
实反洗钱工作的社会群众基础，维护地方
金融秩序稳定，汉口银行咸宁分行开展反
洗钱宣传活动。

该行以进社区、进商户、进人群等形
式向社会群众宣传反洗钱知识。

知识普及。通过向群众面对面讲解
什么是洗钱、洗钱的危害以及洗钱的主要
途径和反洗钱知识，提升群众知识知晓度。

防范提示。重点提醒广大客户群体
要保管好身份证件与银行卡，不要轻易借
给他人使用，避免无意中落入非法洗钱违
法犯罪活动。

问答互动。通过开展简单的案例讲
解和测试问答，加深群众对反洗钱相关知
识的掌握程度，共同筑牢反洗钱立体防线。

此次宣传活动，汉口银行咸宁分行履
行社会责任，践行使命担当，有效提升了
社会公众反洗钱知识的掌握了解，增强公
众金融安全意识，充分展示了汉口银行咸
宁分行主动作为、服务大众的良好品牌形
象。

汉口银行咸宁分行

开展反洗钱宣传

松鼠部落森林假日公园，占地约
500亩，是一家以松鼠为主题的户外
游乐园。针对3~12岁的亲子家庭，
场地巨大且空气良好，是假期遛娃的
首选之地。里面不仅有软萌灵动的
小松鼠与你为伴，拍照绝佳的网红小

火车，感受童年乐趣的大型滑滑梯，
还有在大自然中锻炼勇气的丛林穿
越以及绳网迷宫……

地址：咸安区贺胜桥镇贺胜村
10组余伸

电话：0715-8018089

松鼠部落森林假日公园松鼠部落森林假日公园

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坐落
在赤壁市西南，是全球首家茶文化俄
罗斯风情主题公园，总投资5.4亿元，
规划面积4600亩。小镇依托赤壁万
亩茶园景区，建有俄罗斯风情商业

街、喀秋莎会客厅、卓尔青少年足球
基地、卓尔宇航体验园、四季茶溪花
海等特色体验项目。

地址：赤壁羊楼洞茶场砂子岭分场
电话：0715-5065000

万亩茶园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俄罗斯方块小镇

内冲瑶族村有药姑瑶池、李将军
庙、湿地游园、生态农业观光、瑶望千
年广场、古瑶文化陈列馆、瑶乡古街、
瑶乡药谷、药用植物园、东璧听溪、六
叠泉、一线天瀑布等主要景点，目前
在建中的有瑶乡药谷二期工程和森
林树屋民宿三期工程，预计2021年

完工，是中国古瑶文化传承展示基
地、中国传统村落、湖北省生态保护
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
省瑶文化之乡、湖北省拍打舞艺术之
乡。

地址：通城县大坪乡内冲村
电话：0715-4839599

内冲瑶族村内冲瑶族村

闯王陵是我国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
陵寝。位于九宫山西麓牛迹岭的小月山
下。不远处有李自成最后一仗的李家铺古
战场和相传李自成躲过清兵的皇躲洞。陵
园内盛开着许多鄂南名花”九节兰"。整座

陵区由拴马松、激战坡、门楼、墓冢、陈列室
等组成，建筑依山就势，肃穆雄伟，占地面
积200余亩。

地址：通山县闯王镇高湖村
电话：0715-2506188 (本报综合)

闯王陵景区闯王陵景区

光年城堡庄园位于嘉鱼县新街
镇晒甲山村，武嘉一级公路旁，项
目总占地 56亩，于 2010 年开工建
设。 该庄园投资 4600 万元，全部
采用老砖建造，使用了嘉鱼本土的
五十万块百年老青砖和三千余条青
石板以及大量巨型阴沉金丝楠

木。 城堡参照四象和五行，每个布
局都有故事，将中国易经的风水文
化与西方建筑学完美融合，打造出
欧式风格，庄严中略显神秘。

地址：嘉鱼县新街镇新汉路150
号

电话：0715-6660606

光年城堡景区光年城堡景区

近日，市文旅局公布了我市新评定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名单。我市咸安区松鼠部落森林

假日公园、赤壁市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通城县内冲瑶族村、嘉鱼县光年城堡、通山县闯王

陵5家景区新晋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这些风景区都有哪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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