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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咸宁

八宝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每个人对幸福的概念都是不同的，在我看来，最大
的幸福就是：一家老小齐齐全全的围桌共餐。全家人
的健康、团圆、和睦都在这一勺汤羹、一筷菜肴、一碗饭
粥中。

到了12月，便总觉得离过年不远了。而在年夜饭
的餐桌上，总少不了一道精致软糯内藏惊喜的压轴甜
点——八宝饭。团团圆圆的样式，鲜艳饱满的色泽，香
甜、松软，馅料十足，无论是寓意还是颜色，都充满了过
年的仪式感。

《孤独的美食家》片头有这样一句解说词“无约束
的享受美食使自己得到极大的治愈。”是的，美食的功
能不仅限于满足口腹，也能让人得到情感上的满足，为
至亲至爱做几道可口饭菜，既是抚慰也是情感的表达。

长大之后，便慢慢学着做菜了，有时间的时候，还
会专门上网搜索一些复杂的菜式学习研究。八宝饭便
是一道及其适合在节日时做给家人吃的饭菜。

传统的“八宝”，是指糯米、红豆沙、红枣、莲子、葡
萄干、核桃仁、瓜子仁和枸杞这8样。 如今，全国各地
都有八宝饭了，用料上有所不同。但糯米跟红豆沙这
两宝，倒是必备的材料。 做八宝饭看似简单，但要做
好，还是要花些心思。

准备糯米、红豆沙、红枣、葡萄干以及自己和家人
喜欢的干果。将糯米清洗干净后用清水浸泡2小时以
上。长时间的浸泡，可以让糯米中的淀粉逐渐膨胀分
裂，蒸制的时候就更容易糊化分解，易于蒸熟，也更有
利于人体消化吸收。

随后将浸泡好的糯米入锅中煮制，因为糯米提前浸
泡过，加水量略少于平时煮米饭时的水量。煮制糯米饭
8成熟，表面米粒湿润，趁热加入25克白砂糖和15克猪
油拌匀，如果没有猪油可改为素油或者黄油。

取一个大碗，往碗壁上涂一层猪油，中间摆上干
果，四周摆一圈红枣。随后放入白糯米饭用手压平，再
放一层豆沙，最后铺上糯米饭压平。水烧开后，将糯米
饭上锅隔水蒸20分钟，蒸好后倒扣在盘子里，家里有
桂花蜜的，可以再浇一点桂花蜜，一道软糯香甜的八宝
饭就做好啦。

八宝饭分量足、味道甜最适合全家人食用分享。
做好的八宝饭，上层是颜色各异的果干，下层是油润的
糯米，中间还偷偷藏了层红豆沙。香甜的气息，光是闻
着，就忍不住让人食欲大动。深挖一勺入口，黏滑饱满
的糯米、绵密香甜的红豆沙、酸甜的果干。一碗吃下
来，竟是甜蜜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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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贴士

乡村游注意事项
年近春节，不少城区居民已在计划选择回乡过年，

一边与亲人团聚一边游览阔别以久的家乡。那么到乡
村旅游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旅途中饮食应清淡，多吃蔬菜水果。应自备餐
具和水杯，既方便又卫生。

2、乡村旅游时，对山涧、河渠、湖泊等水源一定要
煮沸后再饮用，尽量自带食品和饮用水。

3、山区公路的特点是坡长且陡、路窄弯急、视线受
到限制。驾驶时应时刻注意道路情况，转向时机要准
确，换挡动作要迅速。在通过一边靠山、一边临崖或河
流的傍山险路时，应保持低速，谨慎驾驶，转弯时应做
到减速、鸣笛。

4、乡村游出发前应仔细查看当地旅游地图，或向
熟悉沿途路线的人作好充分了解。途中欣赏乡间景色
时，须用心观察路况及路边标志性物体或地貌，防止迷
路。 （本报综合）

冬游嘉鱼怎么玩？

夜游篇文化篇

选个天气好的日子，卸下烦恼，踏着冬景，一边用步伐释放能量，温暖自己，一边揽尽嘉

鱼美景，用半天时间玩出“滋味”。

要了解一座城市千姿百态的人文风情，或许应先走进那些各不相同的文
化场馆看一看，而嘉鱼这些场馆内都藏着怎样的风情呢？

由城堡负责人宗俊耗
资数千万元，历时26个

月建成，建成面积56亩。

其中，春秋战国精品博物馆里收藏
了可追溯至千万年前的恐龙化石、春秋
战国时期的玉石……共展示了数千余
件石器时代、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红山
文化、战汉年间、辽金时期以及明清时
期的各类收藏品。

开放时间：9：00—17：00；16:00
禁止入馆

地址：嘉鱼县新街镇晒甲大道150
号

预约电话：0715—6660606

光年城堡

游乐篇

生态篇

嘉鱼县森林面积43万亩，森林覆盖率24.85%，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县城、全
国绿化模范县、全省“绿满荆楚”行动先进县等荣誉。

位于蜜泉湖
畔 ，三 面 临

湖，风景优美，被称为嘉鱼的“马尔代
夫”。尤其是夕阳将落不落时，被湖水
托在天边，这景色可遇不可求。在银色
沙滩欣赏湖景，顺着沿湖栈道散步，观
看音乐喷泉。然后走过诸葛桥、恐龙
园、森林木屋、熊猫园、武侯坡……游客
在这里还能体验健康体检套餐，获得属
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调养方案。

门票：60元
地址：嘉鱼县鱼岳镇武侯坡
电话：0715-6666957

金色年华养生谷

夜幕降临之时，正好去挖掘嘉鱼这座小城里的宝藏。美食美景藏匿在街头巷
尾中，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夜晚的
二乔公

园，灯火斑斓里人声鼎沸，在二乔广场
上，人们自发地舞起广场舞，结伴而行，
欢声笑语。可以说这里是嘉鱼最热闹
的地方了。

抬眼便是三湖连江的江景，江边的
霓虹灯闪烁着，像是这座小城的呼吸。
二乔公园附近路边摊上摆满了各种小
玩意儿，有泡泡水、玩具车、玩具灯，还有
空气枪的摊子，逛一圈，保管满载而归。
广场对面就是新天地商圈，影院、奶茶、

烧烤、火锅……数不清好吃好玩的，早
已成为嘉鱼人夜间生活的一部分。

地址：嘉鱼县沿湖大道38号

二乔公园/三湖连江

经过一整年的升级改
造，山湖温泉更加受人

追捧。各种各样的泡池天然地嵌在山
林间，高温池和低温池互相间隔，半山腰
都是小药物池，除此之外还有全湖景的
风光、透明玻璃泡池、特色溶洞温泉。

在暖洋洋的冬阳下，伴随着轻柔的
音乐，让自己气定神闲的置身雾气腾腾
的泡池中，瞬间忘却了烦恼和忧愁。

门票：198元（周一至周四，咸宁人
凭身份证享受99元特惠价）

地址：嘉鱼县山湖温泉风景区
预约电话：0715-6668888

（本报综合）

山湖温泉

入冬后，你选择吃，还是玩？这是好问题。选一个上午或下午，到嘉鱼这些地
方不光吃，还能玩。

占地 400 平方
米，共 5 层，馆

内以文字、图像、实物相结合的形式进
行布展，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
舞蹈、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民间手工技
艺、人生礼俗、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民
间知识、传统体育与竞技等非遗类别。
馆内采取实物、文字、图片、声像、表演、
体验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嘉鱼非遗
文化风采和价值。

嘉鱼县非遗馆

干净整洁的街
道、绿树繁荫的

村庄，偶有一行鸟群飞过，文昌塔遥遥
立在林间，南北湖边的七彩跑道时而有
人跑步锻炼。

带着孩子的家长最常打卡地一定
是开心农场。有闲心趣志的游客可登
文昌塔、上风清楼，品茗赏景。在文昌
塔顶可俯瞰田野乡村公园全貌，静享冬
日时光。山上酒吧，山下酒窖，最适合
朋友之间的闲聊时光了。田野农博馆
里展示了官桥八组人的农耕文化，在这
里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方式了解官桥村

八组40年来的沧桑巨变。
门票：60元
地址：嘉鱼县田野大道
电话：0715-6717999

田野乡村公园

这个冬天，不
来吃一顿地道

的吊锅，那就不算来了嘉鱼。来“忘不
了”或“根据地”吊锅城，炭火正热，约上
几个好友，畅饮一杯。龙骨煨野藕吊锅
堪称经典，不少远道而来的吃货就热衷
那一口软糯入味的野藕，鲜咸可口的藕
汤经过沉淀，滋味得到了升华。

招牌菜品：龙骨煨野藕吊锅、香辣
蟹吊锅、簰洲鱼圆、锅巴藕饼、手撕牛
肉、楚乡藕条

地址：嘉鱼县鱼岳镇发展大道107

号／嘉鱼县人民大道与茶庵路交叉口
西100米

预 约 电 话 ：0715- 6316315／
0715-6315599

忘不了/根据地

新街镇以打造农业
产业振兴和近郊城

乡游并举的美丽乡村为目标，大力发展
融合现代农业产业化、四季果蔬采摘、
产学研旅基地、共享田园的原生态美丽
乡村建设，由嘉多宝生态果蔬、平峰生
态农业、乡名堂蔬菜、富德蔬菜、龟山农
庄、世外萄园等10余家合作社和家庭
农场联手倾力打造的新街镇田园综合
体果蔬小镇，为游客们提供绿色蔬菜、
有机水果采摘。

园内有乡村采摘园20余家，涵盖
杨梅、枇杷、桃李、葡萄、草莓、桑葚、无
花果、火龙果等20大类60多个水果品

种，置身农家田园，体验乡野之趣，一切
烦恼仿佛都烟消云散。

地址：G351公路和蕲嘉高速公路
嘉鱼北出口附近

十里百果园

于 1988 年 8 月
成立，是集陈列

展览、宣传教育、文物收藏与保护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目前馆
藏文物6476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
件、二级文物4件，三国、六朝、明代文
物最具特色。馆内的四个展厅无一不

展示着嘉鱼千年文化的积淀和近现代
革命的光辉业绩。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
17:00）

地址：嘉鱼县诗经大道与鲁肃大道
交汇处

预约电话：0715-6060002

嘉鱼县博物馆

工伤预防基础知识（一）

工伤预防知识普及
——咸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什么是工伤？
是指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或者职

业活动有关的活动时所遭受的不良因素
的伤害和职业病伤害。

2、什么是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它通过社会统筹建立工伤保险基
金，对保险范围内的劳动者因在生产经营
活动中所发生的或在规定的某些情况下
遭受意外伤害、职业病以及因这两种情况
造成劳动者死亡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
时，劳动者或其近亲家属能够从国家、社
会得到必要的物质补偿，以保证劳动者或
其近亲家属的基本生活，以及为受工伤的
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医疗救治和康复服务。

3、什么是工伤预防？
采用管理、教育和技术等手段事先预

防职业伤亡事故以及职业病的发生，减少
事故以及职业病的隐患，改善和创造有利
于安全健康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在劳
动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

4、为什么进行工伤预防？
工伤预防是建立健全工伤预防、工伤

补偿和工伤康复三位一体工伤保险制度

的重要内容；从业人员有权获得保障其安
全健康的劳动条件，同时也有义务严格遵
守安全操作规程，遵章守纪，预防职业伤
害的发生。

5.工伤事故预防措施
（1)、工伤事故规律针对以前发生的

工伤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工作年限、
伤害部位、伤害形式等得出事故发生的规
律，指导事故预防。

工作年限分析:新进员工是工伤事故
多发人群，入厂年内的员工工伤数占总数
的，入厂个月的员工工伤数占。改善对
策：加强对新职工的安全教育，经考试合
格后方可上岗；重视岗位安全训练，新员
工单独操作设备前，须有主管认可并跟踪
监护；充分利用早会、板报、安全培训等形
式对员工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伤害部位分析:员工的手、脚、臂、头等
肢体部位伤害较多。全体员工及各级主
管应加强对手、脚、臂、头这四个部位在活
动中的安全防护，提高安全意识。

伤害形式分析：在煤矿工伤事故中，
电气伤害、机械伤害、物体打击种事故类
型占工伤总数的比例最大；其他伤害中，

意外摔伤所占比例也较大。
（2)、工伤事故的特性
因果性：指事故的发生是由相互联系

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伤亡事
故调查分析过程中，应弄清事故发生的因
果，找出事故发生的原因。

随机性（偶然性）：指事故发生的时
间、地点、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是随机的、
偶然的。

潜伏性：表面上，事故是一种突发事
件，但是事故发生之前有一段潜伏期。人
们应认识事故的潜伏性，克服麻痹思想。
生产活动中，某些企业较长时间内未发生
伤亡事故，就会麻痹大意，就会忽视事故
的潜伏性。这是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思
想隐患。

可预防性:任何事故，只要采取正确
的预防措施，事故是可以防止的。认识
到这一特性，对防止伤亡事故发生有促
进作用。

编者按：为宣传普及工伤预防知识，增强用人单位和职工知法守法的自觉性和维权意识，有效预防各类工
伤事故和职业危害，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工伤保险权益。咸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本报开设《工伤预
防知识普及之窗》，进一步扩大工伤预防知识的知晓度和覆盖率，营造浓厚的工伤预防氛围。

开庭公告
咸宁市誉诚包装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毛志伟、田应青、袁罗兰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一案(咸劳人仲案字[2020]第271号、咸劳人仲
案字[2020]第275号) 。由于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仲
裁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1年4月12日
上午9时在咸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楼仲裁庭
（地址：咸宁市长安大道286号）开庭审理此案。请准
时到庭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咸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月22日

遗失声明
权莉遗失高新温泉意达技术咨询服

务 部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03600159107，特声明作废。

崔路遗失高新温泉君阳足道休闲中
心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21200MA4E084P9E，特声明作废。

程传文遗失从业资格证，证号：
422301197406295879，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蓝天家政服务部遗失公章、
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以及法人私章
（刘谌芳印）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21222MA4CDAP02N，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蓝天家政服务部遗失2008
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二联无金额限制版）
12份，发票代码：4200171320，发票号
码：03219442-03219453，遗失2016版
增值税普通发票（二联折叠票）11份，发
票 代 码 ：042001900104，发 票 号 码 ：
69319154-69319164，特声明作废。

熊想梅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22322700090773，特
声明作废。

李萍遗失赤壁市河北大道113号门
店（河北街三组）的食品流通许可证正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SP4223021150011547，特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

年1月29日上午9:00时—9:
30时(延时除外），在创拍平台
（网址:www.16cia.com）上依
现状对一批白酒及一批电动
车以网络竞价方式进行公开
拍卖。标的具体信息详见：
www.16cia.com。联系人：王
女士 15872779441

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赤土拍卖P[2020]35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委托武汉市泰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对赤土拍
卖P[2020]3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现
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拍卖P[2020]35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夏龙铺社

区，蒲圻大道与南港大道交叉口西北侧；
（三）出让面积：55036.23平方米（约82.55亩）；
（四）容积率：＜1.27；
（五）土地用途：零售商业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6595万元；
（九）交易结果：670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12月30日至2021年1

月19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1年1月20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天驰车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22日

恢复挂牌出让公告
咸土网挂G〔2021〕001号地块因相

邻宗地权利人提出权属界线异议，挂牌
出让中止。经我局组织复核，该宗地权
属清楚，与其他宗地界线无重叠。根据
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规则的规定，现恢复网上挂牌出让。

申请人可登录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网上交易系统（http://219.139.108.3）
查询并下载挂牌出让文件，按规定的操作
程序参加竞买。报名申请截止时间和竞
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均为2021年1月
25日16时整。挂牌截止时间为2021年1
月27日11时整。原出让公告（咸土网挂
G〔2021〕001号）中其他内容均不变。

特此公告。
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