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在咸宁

桃 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桃酥是一种老少皆宜的汉族传统特色小吃，以其
干、酥、脆、甜的特点闻名全国，主要成分是面粉、鸡蛋、
油酥等。虽然它不是什么名贵的小吃，但是怎么吃都不
会腻。

现在的小孩子可能对桃酥有些陌生，因为好吃的东
西太多了。但在以前，桃酥是乡下人逢年过节走亲访友
的上好礼品，一般十个为一包。那时候，谁若是送上一
包桃酥，肯定会引起一帮孩子的欢呼雀跃。

咸安老城区有家糕点店，想起自己许久没吃到桃酥
了，就屁颠地踮着步子走到店跟前。

店主是个热情的嫂子，“看要点什么？”店铺的台子
上紧紧凑凑的摆满了各种糕点、零食。

金灿灿的奶油面包，表儿里都透着酥的脆饼，还有
自家做的老式面包和米果条也装扮得很诱人。

“有桃酥吗？”女老板指了指上面的一排说：“有，桃
酥在这，五块六块的都有。”

顺着她指的方向，我看到桃酥有的像个大脸盘，有
的又像朵开了瓣儿的花，底子上撒了些芝麻很是好看。
我抬头对老板说：“我也不懂，你给推荐种好吃的吧。”

老板干练地称了一袋桃酥交给了我。我付了钱，从
袋子里拿出一块塞到嘴里。

说实话，桃酥吃起来有点麻烦，一咬掉渣，吃不了几
口，衣服上都脏脏的，但那个滋味，香香甜甜，一口即化，
无比享受。

观察店家怎么做桃酥，师傅系着围裙，面前放着一
个盆子，里面装着一些面粉、糖、一团黄油。一阵“十指
禅功”捏过，鸡蛋和面粉被和成了一个面团。

接下来，她用模具来制作饼干的形状。把三种不同
模具依次排开，将面团挤压成大小不一的圆形放进模具
里，脱模后，撒上芝麻和糖粉，再统一放进烤箱。设置好
温度和时间，过一会，香喷喷的桃酥就出炉了。

泡上一杯花茶，嚼上几片桃酥，聊以冲抵晚餐，也不
失为一种方便的选择。又酥又甜的桃酥，有嚼劲却又不
粘牙，馨香诱人，那种滋味，实在是无法用文字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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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3月31日-5月30日
活动地点：咸宁市图书馆及香城

书房
活动内容：开展“学四史 讲感悟”、

“四史知识 每日一考”、“以声献礼”——
主题朗读等活动，参与者将有机会获得
荣誉证书、学习奖金以及《论中国共产
党历史》。

“回望·传承·创新”读书日系列活动

“百年荣光薪火相传”有奖答题活动
活动时间：3月29日-4月2日
活动地点：咸宁市图书馆及香城书房
活动内容：读者通过关注“书香咸

宁”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数字资

源”——“党建微刊”，进入学习阅览博
看网党建云阅读活动专题后，即可参与
答题，完成高分挑战，就有机会抽取现
金红包。

长江讲坛
活动时间：4月份
活动地点：咸宁市图书馆5楼报告厅

活动内容：《长江讲坛》4月安排如
上图。

“点亮好奇灯放飞科学梦”科学启蒙活动
活动时间：4月份每周1场
活动地点：咸宁市图书馆及香城书房
活动内容：由湖科绿色电子志愿服

务队开设系列实验探究科学启蒙公益

活动，组织8-12岁小读者开展新颖有
趣的科学实验与丰富欢乐的互动制作，
带领小读者参与体验“力、热、声、光、电
磁、生物”六大类趣味科学实验探究。

“陈履生抗疫百字巡展”活动
活动时间：4月10日-5月10日
活动地点：董继宁美术馆
活动内容：陈履生，江苏扬中人，南京

艺术学院美术系硕士研究生，中国国家博

物馆原副馆长。出版美术研究著作（包括
编著）50余种，发表各种论文数百篇。此次
书法展将展出陈履生疫情期间禁足在
家，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的100个汉字。

2021年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班
活动时间：4月中旬—7月中旬
活动地点：咸宁市群众艺术馆
活动内容：将开设声乐、朗诵、舞

蹈、瑜伽、国画山水、工笔花鸟、古筝、古
琴等8个类别的公益课程，每科设置12
个课时。

民乐演奏会
活动时间：4月9日、4月23日
活动地点：咸宁市群众艺术馆香

城戏台

活动内容：茶文化研究协会国乐
团将带来民乐独奏、民族吹奏乐两场
音乐会，充分展示民族音乐的魅力。

送文化进景区
活动时间：清明节期间及周末
活动地点：咸宁市各景区、景点
活动内容:进景区开展文艺演出活

动，表演地方特色歌曲、舞蹈、戏曲等节
目，向游客展示本地民俗风貌，丰富旅
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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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3月21日-4月15日
活动地点：柃蜜小镇·白崖山景区
活动内容：①身着汉服即可免费入

园；②在景区拍摄视频参加抖音挑战赛
即有机会赢取大奖。

（本报综合）

柃蜜小镇汉服桃花节

活动时间：4月8日
活动地点：赤壁陆水湖风景区
活动内容：当天，陆水湖风景区针

对全国一线医护工作者实行门票优惠
活动，医护人员凭证免费入园，且每人
可携带2名家属，家属享门票5折优惠。

“你为我抗疫，我为你免单”感恩回馈

活动时间：4月底
活动地点：温泉城区
活动内容：在“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

开展送文艺演出进社区活动，为广大劳动群
众送去节日的祝福，向各条战线上的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劳动节进社区文艺演出

活动时间：4 月1 日至4 月20日
活动地点：通城县高冲公社
活动内容：吴亚中1963 年12 月生

于湖北通城，此次将展出吴亚中楷、行、草、
隶、篆书法近作50幅，书写内容为毛泽东
诗词、唐诗宋词等。

吴亚中书法作品展

万亩茶园首届风筝文化节
活动时间：3月20日-4月6日
活动地点：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
活动内容：开展巨型主题风筝放

飞、趣味创意DIY手工制作、油纸伞、铁
扎工艺表演、最美风筝征集、抖音视频
挑战赛等活动。

活动时间：4月3日-4月5日
活动地点：咸宁碧桂园凤凰温泉

酒店

活动内容：参与玩蹴鞠、投壶、星步
棋局、击锣等传统文化活动，观看儿童
剧《小司马奇遇记》。

穿越时空春游奇遇记

松鼠部落2021年春游季
活动时间：4月3日-4月5日
活动地点：松鼠部落森林假日公园

活动内容：开展风筝节、春游踏青
抖音挑战赛、亲子运动会等活动。

活动时间：4月启动
活动地点：各乡镇、村组、社区
活动内容：全市各专业艺术团体将围

绕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重大
主题，精选一批优秀节目，深入基层开展巡
演，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忆党史、共话党恩。

百团上山下乡巡演

活动时间：4月21日
活动地点：通城县文化艺术中心剧院
活动内容：举办浏阳市、平江县、修

水县、通城县等湘鄂赣毗邻县市文艺展
演，表演戏曲、歌舞、非遗等地方特色节
目，展示不同地域的文化风采。

湘鄂赣毗邻地区文艺展演

坚守初心学党史缅怀先烈感党恩
——咸宁消防开展清明节缅怀革命先烈祭扫实践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朱燕林报道：3月

31日，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消防指战员
及新入职政府专职消防员到革命烈士陵
园开展“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缅先
烈”清明祭扫实践活动。通过向革命先
烈敬献花圈、重温入党誓词、瞻仰墓碑鞠
躬默哀等形式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
追思。并组织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

郁郁青松埋忠骨，烈烈英魂诉长
风，全体指战员列队整齐，面容严肃的

站在烈士墓前，齐声奏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集体
默哀一分钟，追悼烈士英灵，表达对革
命烈士的敬意和无比的哀思之情。默
哀结束后，全体指战员重温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洪亮的声音响彻云霄，表达了
大家对忠诚履行使命，做党和人民守夜
人的庄严承诺。同时，组织全体指战员
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现场组织新入职

政府专职消防员学党章。祭奠结束后，
指战员拿着随身带来的毛巾，擦去烈士
墓碑上的灰层、打扫革命烈士纪念碑，
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签
字栏承诺、签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
达对先烈的敬意及对英烈精神的传承。

庄严的祭扫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一
次鲜明的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更是一次
触动灵魂的激励。全体指战员纷纷表
示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扬和传承革
命精神，以史为鉴，牢记历史的重任，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英勇顽强，不怕
牺牲，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保护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咸宁市丰源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恒泰分公司

开展合同专项检查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乔志报道：为了预防和降低

经营、管理风险，提升恒泰公司规范管理水平，维
护合法权益，恒泰公司召开合同专项检查工作专
题会议，并就此次专项检查工作做出具体安排。

本次检查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的规定，对照《合同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重点围绕招标管理方面、合同管理方面、合同履行
情况三个关键环节，从合同文本的规范性入手，对
合同的台账、授权、签订、用印登记等相关材料进
行了细致查看，对各部门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和法律风险进行认真查找和提醒，要求各
部门要高度重视合同管理工作，切实增强法律意
识、风险意识和维权意识，切实做到谨慎签订合
同、正确履行合同、规范管理合同。同时要坚持
问题导向，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扎实开展整
改工作，认真识别风险点，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法律
风险。

本报讯 通讯员王冰、
刘益宁报道：为进一步强化
内部监督，规范税收执法行
为，防范税收执法风险。近
日，咸安区税务局对标上级
要求，积极开展现金税费征
缴风险排查工作。

第一时间召开工作部署
会议，强调本次排查工作的
意义、内容和相关要求，进一
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细化
责任分工，明确由法制部门牵
头，各业务部门配合，为工作
的顺利推进夯实组织保障。

严格按照任务时间节点
推进，从税收票证管理、税务
收现管理、税库征缴管理三
个方面着手，深入排查工作

风险点，对代征（开）单位开
具税收票证、代开增值税普
通发票、红字发票开具及办
税服务厅人员日常管理等情
况进行严密排查，认真比对
分析金税三期系统数据，逐条
梳理，逐条核实，并形成“清单
式”问题台账，明确整改责任
人和时间，确保将发现的疑点
问题迅速整改到位。

“我局将以此次排查工
作为契机，建立长效机制，优
化工作流程，规范人员管理，
努力将现金税费征缴风险排
查工作融入到日常征管工作
中，提升工作水平和工作效
率。”该局法制部门负责人表
示。

咸安税务局排查现金税费征缴风险

咸宁市散装水泥办公室（咸宁市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办公室）遗
失 事 业 单 位 法 人 证 书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21200421225793D，特声明作废。

陈领用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22324600198169，特
声明作废。

咸宁市沸波旅业有限公司遗失在交通银行咸宁分行营业部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360000635701，账号：423437100018010044427，特声
明作废。

湖北汇宁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鄂L6882 挂车辆营运证，证号：咸宁
421202204549，特声明作废。

湖北顺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07327115616，特声明作废。

崇阳县肖岭乡卫生院遗失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5份，票据
号码：00785222（金额14700元）、00786977（金额4300元）、00786979、
00786980（金额52265.04元）、00786996（金额367356元），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文化和旅游部提醒游客清明节假期：

文明踏青 理性参团
2021年清明节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向广大

游客发出提示，文明踏青，理性参团，自觉抵制不合理低
价游。

1、疫情防控不放松。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疫情防
控规定，遵守景区“预约”“错峰”“限流”措施，遵守旅游
活动中的疫情防护要求、安全警示和文明旅游规定，服
从工作人员引导、劝诫。

2、餐饮浪费要制止。在旅途中就餐，要按需取餐，
按需点餐，文明就餐，拒食野味，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3、生态环境需呵护。爱护自然环境，文明踏青观
景，不乱扔垃圾，不采摘攀折花木、踩踏碾压草地、随意
投喂动物，用文明守护春色。

4、公序良俗要遵守。树立文明意识，遵守公共秩
序，维护环境卫生，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
他人权利。举止得体，文明有礼，展现新时代中国游客
的良好精神风貌。

5、自觉抵制不合理低价游。参团旅游要选择具有合
法经营资质的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切勿轻信免费旅
游、购物（会员）送旅游等宣传广告，切勿参加微信群、户
外俱乐部等非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旅游活动。要根据旅
游产品的品质和服务质量合理预估团费，避免掉入“不合
理低价游”陷阱。一旦发现旅游团擅自改变行程、强迫消
费等行为，要注意保留证据，依法理性维权。（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