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在咸宁

近日，家里人开始做卤菜。每天一回家，我便能闻
到浓浓的卤菜香。在众多的卤料中，一片片香味引起
了我关注。样子薄薄一片，味道清香。婆婆说，别看香
叶小小一片，但是一大锅卤菜里就放这几片叶子，味道
就能香飘满屋。

香叶，亦名月香叶，为樟科植物月桂的干燥茎叶，
是一种调味料。香叶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及小亚细亚一
带灌木岩石区，现已遍布世界各地。

《酉阳杂俎》中曾记载在月亮上有一棵高五百丈的
月桂树。汉朝时有个叫吴刚的人，醉心于仙道而不专
心学习，因此天帝震怒，把他拘留在月宫，令他在月宫
伐桂树，并说：“如果你砍倒桂树，就可获仙术。”吴刚便
开始伐桂，但吴刚每砍一斧，斧起而树的创伤马上愈
合，日复一日，吴刚伐桂的愿望仍未达成，因此吴刚在
月亮上常年伐桂。只有在每年八月十六那天，才有一
片树叶从月亮上掉落地面，后世的人因为这片枝叶奇
香无比，被当做佐料，故称这片枝叶为香叶。

香叶脱水后香味非常浓烈，适合于炖煮类料理。
与咸宁土生土长的猪肉、鸡肉等同煮，能最大程度的
激发菜色的鲜美。用香叶烹制食物不需要放太多，煮
一锅肉的时候一片叶子就够。香叶在调料里有增香去
异味，促进食欲的功效。

料理时可以将整片叶子稍微撕裂出缺口，直接下
锅和食材一同炖煮;先用干锅炒过或入烤箱烘烤，待烤
出香味再烹调味道也会更佳。因为叶片纤维很粗，加
上本身带有辛辣及苦味，香叶仅供调味、不宜直接食
用，通常炖煮完后会把它捞起来丢弃。可以将香叶连
茎与其他香草绑起来、或装在纱布中下锅熬煮，烹调完
毕就能轻松捞起。

自制香叶的方法有很多。风干法：将香叶连枝带
叶洗净后，用棉线捆绑成串，悬挂在室内通风处，约1～
3周后就能风干，可以视当时的空气湿度调整时间；烘
干法：用烤箱将洗净的香叶沥干水分，平铺于烤盘上，放
进烤箱以50～60度的低温慢慢烘2小时即可。

新鲜香叶片稍微撕裂、装进透气纱网中后，随着时
间慢慢风干，叶片的香气会愈发明显，整个房间香味
四溢。一点馨香的诱惑，让众人为之神魂颠倒。

香 叶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朱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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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贴士

春季出游知多少（一）
春季天气多变，出游时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
1.提前观察天气。春季冷暖交替，气候多变，所以

春季出游的衣着要合适，一些必要的户外装备应该具
备，像户外鞋、登山鞋等。要随着气候的变化、运动量
的大小而增减衣服。

2.量力而行。选择安全的运动项目，防止意外伤害，
踏青以近郊为好，最多不超过两天的路程。如果出现心
悸、乏力多汗、头晕眼花等症状，应尽早休息，切忌勉强。

3.注意安全。大好春光是旅游的旺季，路上经常
车水马龙。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
全。踏春时，应尽量避免走险峻的小路，不要独自攀登
山林石壁。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要随身携带常用的
急救药品。

4.预防花粉过敏。春天百花争艳，要注意预防花
粉过敏。如果没有进行过彻底的脱敏治疗，在选择春
游地点时，应尽量回避花多的地方。出游前可事先口
服扑尔敏或安其敏等抗过敏药物，户外活动时不要近
距离“拈花惹草”，不要在草地上睡觉，不要用口唇、鼻
子及面部直接与花朵或树叶接触，以免出现过敏。

（本报综合）

近日，咸宁赤壁市烟草专卖局全体党员干部充
分发扬志愿服务精神，到包保的赤壁市西街社区2
个网格、8个小区开展志愿者服务，清除垃圾、杂草，
清理卫生死角和“牛皮癣”等，营造了一个更加干净
美丽、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 （通讯员：邓意生）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赤壁烟草专卖局深入社区开展卫生大扫除

本报讯 通讯员王晓辉报道：3月1
日，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2019年下半年
以来记功奖励情况的通报，市烟草专卖局

“6·19”特大制售假烟网络案件获得嘉奖。
据了解，去年6月19日，咸宁、赤壁

市县两级公安、烟草出动联合执法人员
150余人，在赤壁市成功破获一起特大
制售假烟案，查获制假烟机2台、假烟
844万支、原辅材料2.13吨，实现了我市

破获有完整生产线的制售假烟网络案件
零的突破，被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打
击制售假烟网络工作领导小组列为重点
督办案件，并得到贺信表扬。

市烟草局专卖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
局将继续深入推进卷烟打假工作，务必实
现“6·19”特大制售假烟部督案件全网全
破、全案全结，办成精品案件，为维护国家
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做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李小勇报道：3月2日，嘉
鱼县烟草专卖局组织召开交通安全工作会议。

会上，传达了全省烟草商业系统安全生
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全市系统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精神，学习了近期典型交通安全事故通
报，观看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致命出
行》，分析了去年交通安全违章情况，驾驶员
汇报了近期安全行车情况。

会议要求，一是要大力提升交通安全意
识，深刻吸取行业内交通安全事故血的教
训，牢固树立对社会、对企业、对家庭、对自

己负责的安全意识，绷紧交通安全弦。二是
要切实落实交通安全制度，认真执行“两证
一单”“三交一封”“十三不准”、定点停放等相
关规定。三是要强化车辆维护保养，认真开
展出车前、行车中、回车后车辆安全“三查”，
及时进行车辆保养，严防车辆带“病”运行。
四是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坚决杜绝酒
驾、毒驾、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违法违规行
为，保障车辆人员安全。五是要注意日常生
活细节，保持良好作息习惯，确保身心健康状
态，严禁带病开车、带情绪开车、开赌气车。

嘉鱼烟草专卖局强化交通安全工作市烟草专卖局卷烟打假工作获嘉奖

本报讯 通讯员徐梦双报道：近日，
咸安区烟草专卖局（营销部）组织干部职
工集中观看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向
脱贫攻坚工作中辛勤付出的英雄致敬。
看完表彰大会后，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将把榜样力量作为“精神粮
食”，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以脚踏实地
的努力、毫不懈怠的拼搏，积极作为，用
实际行动和更大工作成效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助力乡村振兴。

咸安烟草专卖局集中收看脱贫攻坚表彰会

加快城投改革转型
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崇阳城投 主办

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图作战”

谋定全年重点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王水文、刘森淼报道：2021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
键之年，面对新的风险与挑战，崇阳县自然资源系统进
一步建立健全工作新机制不断催生新动能使自然资源
和规划工作行稳向好。

一是召开工作会议，确定“路线图”。立足于“早”、
着力于“快”、致力于“先”，该局第一时间召开了全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工作会议，总结“十三五”和2020年工作，
部署2021年目标任务。

二是印发工作要点，绘好“时间表”。坚持“事业工
程化、工程任务化、任务责任化、责任数字化”要求，确
定了“十项攻坚行动”，细化为68项具体工作，做到任
务上墙、目标上墙、进度上墙、责任上墙。

三是量化细化目标，制定“任务书”。按照“高点定
位、大干快上”的要求，瞄准先进、自我加压，2021年全
县土地供应完成6000亩以上，盘活批而未供土地1000
亩、闲置土地469亩，新增耕地5600亩以上。完成4家
绿色矿山建设，5个关停非煤矿山生态修复，谋划2个地
质灾害治理项目申报入库。完成县域1:2000地型图全
覆盖工作、主城区20平方公里实景三维模型和主城区
1：1000数字化地形图，
《崇阳县国土空间规划
2020-2035 年》编制和
67个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在吴头楚尾的幕阜山脉北侧，有县名
为通山。通山，本来通通是山，尤有一处

“山”得蛮特别。从空中俯瞰，山连山，山叠
山，山拥山，山围山，山挤山，密匝匝、一重
一重的山，时不时冲出一条溪流，抖开一条
瀑布。这便是500多平方公里的三界谷
了。

因崇山峻岭，人迹罕至，80多年前它
被红军选为根据地，鄂东南兵工厂、红军总
医院、红军被服厂等后勤单位，都随着鄂东
南道委机关迁至此。一时间卷起一场硝
烟，山的寂静被打破了，中国工农革命史也
在此留下不可抹去的一笔。

假期里，我踏上三界。鄂东南道委机
关旧址至今保存着，青砖灰瓦木结构，已垮
塌一边，急需整修布置。村前的小山包上
有二十多座烈士墓，平台上耸立着大理石
纪念碑，铭刻着红5军、红8军，以及后来
的红16师活动的情况。老一辈革命家彭
德怀、滕代远、何长工等一度在鄂东南边区
领导工农红军浴血奋战。在一次敌人疯狂
的反扑中，冷水坪根据地4000多间房屋被
烧毁，500多名红军被杀，当地几乎每家都

有人牺牲。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
平曾在三界尖坚持游击战争，他回忆，那段
岁月，只能吃红薯、苞谷，有时就吃笋子，有
时一个多月没盐吃，把辣椒与笋子一起煮。

村里遇到老人，有板有眼地讲述萧克、
吴致民的故事，念叨萧克解放后来看望乡
亲，帮助修鹅公颈水库。村干部们春天忙
着向外宣传万亩樱花，夏天操心溯溪与观
瀑，秋冬张罗着推介层林尽染的山色，外带
着显摆野生果子，时不时在朋友圈分享冷
水坪红色故事与景观。

在冷水坪，我仿佛在接受红绿的洗礼，
或曰，我的血脉是红的，而眼里所见的是浓
浓的绿，陶冶于绿的滋养中。

当你进入山里，你就有了抛开一切，纵
身自然的快意。这是进入了诗情画意的世
外桃源。源自三界谷的厦铺河流域，串珠
式分布了“萤火小镇”桥口、双河、西湖、青
山、瓜坪（大城山）、藕塘、“红色小镇”冷水
坪、三宝、黄荆、西隅、宋家、林上12个村，
以及太阳山、白沙尖、三界尖等多座富含优
质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的山峰。试问：走
遍华夏，还有哪个乡镇的自然湾是被水串
起，又由山衬托的？一个乡镇的村湾，哪寻
得到这么多动听别致的地名？而且这些村
湾都有小桥流水，有沙滩、竹林、茂密的树
木，有四时不同的花儿，有古树、古桥、古
屋，一年四季可摘野果，品山珍，溯溪流，看

瀑布，赏花吸氧。古人坐看云起，就足以慰
平心中波澜，我们当今消闲快乐之事何其
多呀！能够随时遇到怦然心动的情景——
玉米地里与苞穗比肩，豇豆角下对着镜头
轻伸兰指，凉沁沁的水里肆意地嬉嬉，篱笆
小径旁搔首弄姿，古民居小巷里回眸，千年
银杏与香榧下望星空，或定神地看三两只
蝴蝶在野花中翩跹。该是多久没有的感
觉！

这是进入了天然的植物王国。通向三
界的路，如同绿色的时光隧道，两山夹一沟
形成的山谷，使路被绿色覆盖了、省略了、
遮蔽了。人在深山里随着山谷掘进，如同
一头扎在绿水青山的怀抱中。据湖北省林
业专家考证：境内海拔800—1000米以上
山峰18座，峰峦遥望，花木繁茂，森林覆盖
率达88.7%。境内楠竹满山，樱花、映山红
遍野，古树成群。有国家珍稀濒危植物37
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红豆杉、香榧、鹅掌
楸、青钱柳、银杏、榔榆等24种；其中有集
中15株以上的几百年古树群12个。连片
集中的榔榆树群有24株，小叶青冈栎120
株，香榧50余株。

这是进入了奇幻的瀑布部落。三界谷
里无数的车辆，无数的人。慢着性子赏景
徒步溯溪的，鸭群一样尖叫着飘流的，惊叹
于瀑布壮美而频频拍摄的，直接扑入溪中
打水逗乐的，谁也挡不住山野的魅力。同

行的山界谷开发者舒建国介绍，厦铺河有
溪涧数十条，如鹅公颈大瀑布、芦坪大瀑
布、“天使之眼”、小坑溪、张河口、四都港、
三眼潭溪、西隅鲁沟、黄金白沟、高塘溪、老
林沟等多条峡谷溪涧，简直就是流泉飞瀑
景观走廊！武汉来的文友陈勇拍了半天的
鹅公颈瀑布和“天使之眼”瀑布，深有感触
地说：“想不到深山里藏着个大瀑布！”鹅公
颈瀑布宽82米，落差36米，壮观之势堪比
黄果树瀑布。一水西南而来，一个落差，扎
向谷底，把安静的绿摔成了奔放的浪花，雪
白的跳跃。谷底处白浪腾腾，吞雪喷雾。
激流动荡之后，顺溪左拐向东，已然滔滔江
河。右边的瀑布有三级跳，跌宕了三次，最
后猛然插入谷底，潇洒干脆，完美天成。左
边的瀑布一条条斜线与垂直线交织，纵横
交错，与右边的瀑布组成宏大的画面。那
吼哮的白练激情奔放，好似冲破了阻击，要
畅意东流。瀑布帘幕的石崖上丛生着芭茅
与小植物，成了一种衬托，动态的巨大洁白
中泛着几块摇摆的绿。若良久审视满屏的
瀑布，犹如雪崩一样。大坝上行走，人在瀑
上；弯到谷底，仰望瀑布，头上是白云在飞，
整块整块的云铺过山顶，而四周白色的雾
粒在水压冲击下变成雨扑面而来，落在树
上，又滴落下来。雾借了风飘得很远，仿佛
下了场毛毛雨，使人顿觉浑身透凉，那云隙
里透下的阳光也并不怎么毒辣了。

2月26日，记者来到咸安区青龙山公园，
一树玫红色、粉白色的桃花已绽放枝头，娇艳
美丽。远远望去，一朵朵，一树树，烂漫了整个
画面。

“往那边还有观赏林，不过现在不是最佳
观赏期，等3月中下旬来游玩,更漂亮!”青龙山
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因为今年的冬天天
气比较暖，青龙山公园的游客们纷纷自觉实行
错峰赏花，也保证了游客在假期里能有一个很
好的赏花环境。

春来了，旅游赏花的热潮也不知不觉来
临。春寒渐消，万物焕发着盎然生机，这个时
候与其在家里刷剧，还不如走出去，在阳光下
伸个懒腰，享受置身花海的美妙。

“游客们自觉佩戴口罩，接受工作人员体
温检测，并尽量错峰出行。”工作人员表示，元
宵节过后，城区赏花游已然成为微信朋友圈的

“爆款”，前来公园游玩赏花的市民络绎不绝。
记者来到永安老街道，朵朵小花点缀在枝

头，市民们漫步在粉色的桃树下，不停拍照留
念，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春日气息。“美丽的春景
让人感受到了希望和美好，大家的生活都有了
好彩头。”市民刘女士说。

一声雷响,香城泉都的雨就这样匆匆而至
了。淅淅沥沥的春雨不紧不慢从天空飘落，
窗外的世界也笼罩在雾水朦胧中。红的、粉
的、紫的……各色鲜花在城区悄然开放，此
时，它们经历了春雨的洗礼，也是早春的第一
拨信使。

错峰出行

梓山湖蜜月湾玫瑰园位于咸安区
梓山湖大道1号。玫瑰园还融合英国
自然风景式园林，与意大利台地园的设
计神韵，打造以各色玫瑰为主题的园区
景观。

“真漂亮，我们是专门从温泉自驾游
过来的！”市民徐燕兴致勃勃按下快门，
将自己在玫瑰园观光的身影定格留念。
她表示，自己会经常来游玩。

蜜月湾玫瑰园种植100多种玫瑰，
一年四季，季季有花，是华中地区最受
欢迎的玫瑰拍摄地。园内引入英法两

大经典玫瑰，更设置了玫瑰迷宫、采摘
园、玫瑰名人走廊、玫瑰文化科普展等
50余种互动体验场景。玫瑰园不只有
赏花顾客停留在眼底、鼻尖的感官感
受，更是文化科普q、度假休闲的人文
之地。

眼下，我市各公园或景区花事正好，
市民可在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的前提
下，进园赏花、惬意游览。

“三月东风吹雪消，湖南山色翠如
浇。一声羌管无人见，无数梅花落野
桥。”在东风吹暖的三月，人们的脚步是

止不住的。走在绿道、湖畔公园的游人，
与笑意盈盈的花朵两两相望。

每年都会有新的春天降临，每个春
天都会有新的花朵开放，生命在这样的
交替中不断轮回。怀着对新的春天，新
的花开的憧憬，我们欣然走过人生的四
季。有诗为证：“昨日雪如花，今日花如
雪。山樱如美人，红颜易消歇”。

耳边传来了孩童们的笑声，有游客
懒懒地睡在草坪上，心中有说不出的惬
意……早春来看花，一定会看不够，赏不
尽，人痴迷，心儿醉！

共沐花香

文明观景
雨后的潜山，空气格外清新，松影婆

娑，苍翠淡雅，像一幅含蓄隽永的山水
画。同时，“预约出游”“测温通行”“出示
健康码”……成为今年春节周边游的标
配。

“我们都提前做了攻略的，口罩都备
好了，还有健康码。”游客王晓峰介绍，大
家都会积极配合景区的相关要求，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响应景区提出的文明旅
游提示。

山峦叠翠，连绵起伏。优越的地理
气候条件，铸就潜山肥沃的土壤和神奇
秀美的景色。山上古树参天，浓荫蔽日，
翠竹扶风，四季常青；山下淦河盘横九
曲，烟波渺渺，相映成趣，好一幅江南秀
色图。

“文明赏景，心留余香，这才是最美
的出游方式。”杨女士说。2月26日正
是元宵佳节。在潜山公园，杨女士一家
人散步时提着垃圾袋，将垃圾果皮等装

进袋子里，扔进垃圾桶才离开。
漫步潜山森林公园，随处都能看到

花的身影。花色以淡色居多，偶有紫色
和黄色夹在中间，尤为吸引人的目光。
每一朵花都娇滴滴的，用笑盈盈的目光
张望着万物复苏的世界。

春风拂面而来，花朵竞相开放。
走进花丛中，花香怡人，微风吹来，花
瓣随风飘落，呈现出一片初春的浪漫
景致。

三三界界谷谷
○孔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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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月,,咸宁花季已经悄悄来临咸宁花季已经悄悄来临，，樱花烂漫樱花烂漫、、桃花灼灼桃花灼灼、、梨花带雨……梨花带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