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在咸宁

豆腐苕粉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在通山，薯粉的妙用很多，除了广为人知的包坨之
外，豆腐捏薯粉坨也是我印象中经常吃到的一道美食。

豆腐苕粉坨，顾名思义，材料主要就是红薯粉和豆
腐。虽说这道菜在通山几乎家家都会做，但要做的好
吃，让人印象深刻，也不是那么简单。

“好食物要用好食材。”母亲常说，只有用上等的豆
腐，上等的薯粉，最新鲜的猪肉，才能做出最好吃的豆腐
苕粉坨。豆腐不能太湿，最好选用那种能炸油干的坯
子，煮起来才膨胀，口感好，薯粉则要用很有韧性和易膨
胀的新薯粉，再切碎新鲜的肉末，也可放些小河虾提鲜。

原料准备好了，调水也是关键，不能太稀，也不能调
太稠，调太稀了容易散掉，夹都夹不起来，太稠则口感不
好。将这些配料都置于盆中，洒上适量的盐和五香粉，
用手反复抓匀。

捏豆腐薯粉坨的过程十分治愈解压，在家庭分工
中，我常常是捏的那个人。不需要任何工具，用手抓起
盆中的原料，紧握拳头，虎口处稍松，便有一小团从虎口
处溜出，用调羹将“泥团”刮下即可。也可用手直接捏成
小团置于烧开水的锅中。

捏好的苕粉团，家里人一般会直接小火煮熟，放上
肉片、青菜等佐料，撒上葱花，趁热呼噜呼噜地先吃上一
碗饱饱肚子，剩下的则全部用来油炸。

随着兹拉几声的油响，母亲迅速将锅里的苕粉团拨
弄翻动着，浓郁的香味也从锅里扑腾而出，不一会儿，金黄
色的苕粉皮就慢慢的显露出来了，炸到熟时，听得到“砰、
砰”的炸声，豆腐苕粉坨的外表不时会出现不规则的裂缝。

大约十分钟，油炸豆腐苕粉坨便做好了，刚出锅的
豆腐苕粉坨油滋滋的，表皮酥脆，外硬内软，外面是金黄
色的脆皮，但包裏着里面的却是松软的、湿湿的内馅，鲜
香咸鲜，口感非常好。小时候常守在厨灶旁，等着吃第
一口刚炸出来的丸子。

油炸的豆腐丸好吃归好吃，但容易上火，母亲一般不
让我们多吃，一般装上一盘尝尝鲜即可。多余的则储存起
来，油炸食品不易坏，尤其是在天气较冷的时候，一次炸上
一大锅，常常能吃大半个月。在忙起来没时间做饭的时
候，取几个丸子，放上青菜，煮面条也十分鲜美。

行者无疆

被杜鹃拉开的大幕
○ 孔帆升

今年春早，花讯比往年捷足先登了一
个节气。清明前后，花赶趟儿开了一茬又
一茬。我们离开县城，跨过高速，便到了深
山腹地的大幕山森林公园。北纬30度，不
远不偏，是我一度沉醉的世界。

一入大幕，便如同走进了巨大的油画
当中。竹笋还在含衣，松树落花孕籽，杉与
许多叫不出名的杂木早已春意盎然，樱桃
谢了粉红换上绿妆。蓦然，满目苍翠之下，

一簇簇鲜红突然就点亮了眼睛。踏入花海
那刻，惊悸无比。我知道我的春天已被大
幕拉开。我用镜头录下摄人心魄的瞬间，
同时深深领悟到她平常得令人忽略，却又
惊艳得令人叹为观止。她轰轰烈烈如潮似
海，却又一望无涯沉静若湖。

杜鹃真是来得恰到好处。万绿丛中一
点红，一丛红，一片红。越往山顶走，越似
鸿运当头，误以为渐入桃花佳景。花团锦
簇，被火一样的仙子簇拥，心头不由掠过华
贵之感。

美统领了人的心情，在自然有序的花
汛当中，谁能不释放了疲惫，轻松了身心，
绽出心底笑意呢？那愉悦的、兴奋的、感动
的、畅快的、欣慰的笑脸，莫不是被“映山
红”感染的。每一张或生动，或妩媚，或灿
烂，或宁静，或含蓄，或奔放，都溢满了闲逸
与快乐。都是杜鹃美的容，化的妆啊！

人看花，人亦花。杜鹃点染了人性，使
我们这些庸俗不堪的人也变得如花般纯粹

了。太凡踏春户外，沉迷于自然，那不是朝
拜，不为凑热闹，亦无郁结要解，就是说走
就走，为见花而见花的任性，为畅意悦己的
执着。这，大概就是世间最好、最不受指摘
的花心吧。

我羡慕大自然井然有序的从容。花开
次第，先是梅与报春花，接下来是桃李，再
是兰草，然后是杜鹃、石榴、荷花、百合、菊
花、茶花，多么自如静然。不急不躁，待时
而放，需要怎样的耐心与定力。每一种花
都那么守信守时，伦到自己登场，无论身处
高低，无论土壤肥瘠，无论伤痛残缺与否，
都会尽情地绽放。一年四季就这么多彩炫
目而过，花儿未曾辜负了季节，也未曾辜负
了岁月中与之相伴的人。

眼前这漫山遍野的红杜鹃，总是经过
了三百六十五天的沉静，才欣然登台的。
没有喧闹，静静含苞，静静开放，一年年，悄
悄地来了又去。如头顶澄如白玉的云朵，
空旷，纯静，轻逸，带着无边的柔韧。

一次次，我靠近杜鹃，想发现她千姿百
态的妩媚。有一些枝影横斜，是开给少女
们的，倚花而立，便是天香国色；有一些七
拱八翘，是开给小孩们花下捉迷藏的；还有
一些呢？张开了粉胸是抚慰失意者的。一
些打着骨朵儿的，分明把满腹欢喜藏着，直
要等到喜不自禁时才与有缘人相逢。她们
是开给后来者的。而那些光秃秃的干枝上
盛开的花朵，其实是与我相约了数载，恰巧
此刻相亲相拥。叫我如何不珍惜呢！

无论她现在身子多么歪斜，处境如何
不佳，身体被风雨岁月侵蚀得多么残弱，都
那么挚爱春天，在为我奉献着，把人生最精
彩的一面给了我。那么，我是不是也该让
自己的人生变得美好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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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咸宁咸宁1212盘文旅大餐惠民盘文旅大餐惠民

美术作品展、科普天文展，香城戏
台、长江讲坛、流动咸博、巡回演出，讲红
色故事、品国乐音乐、瞧文化进景区……
让游客在享受美食美景的同时也感受到
了艺术的熏染，彰显了文化的魅力。五
月咸宁端出了12盘文化大餐惠民。

“画说咸宁”南三县美术作品联展
咸宁市美术馆

遴选南三县多位艺术家共计64幅美
术精品展出，这些画作选题丰富，技法多
样，画家们在精准描摹美丽咸宁的同时，
生动传神地书写了咸宁的历史底蕴和文
化内涵，传达出他们丰沛的艺术激情和
对世界、社会，以及对这个伟大时代的体
验与映射。

咸外玉泉校区“红色故事我来讲”活动
咸宁市图书馆三楼创客厅

“红色故事我来讲”活动，以故事讲
演的形式，带领广大少先队员“从小学党
史永远跟党走”，争当新时代好少年。

咸宁市图书馆天文科普展
咸宁市图书馆三楼

“仰望星空探秘苍穹”天文科普展

中，湖北省天文专家为大家揭开月球、土
星的神秘面纱，引导孩子们巡视浩瀚星
空，探索宇宙奥秘，培养孩子们的观察力
和好奇心。

香城戏台月月唱
咸宁市群众艺术馆香城戏台

通山县采茶戏传承基地（通山县半
坡艺术团）采茶戏专场演出

长江讲坛
咸宁市图书馆五楼报告厅

5月 8 日，著名指挥家王秀峰带来
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音乐赏析；

5 月 15 日，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
学院教授韩茂莉《十里入村——近代
乡村社会地理》；

5月 22日，知名科普作家王爽，万
万没想到诺贝尔奖背后居然有这么多
笑料；

5 月 29 日，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
王新才，《生命中诗意的发现与表现》。

咸宁市少儿图书馆系列活动
咸宁市少儿图书馆

举办小小图书管理员培训和实践活

动、“七彩童年”亲子欢乐汇、“书香伴你
成长”读书沙龙活动、“唯有书香”亲职教
育公益活动、我爱探索·科技课——儿童
科学启蒙项目公益活动等。

香城书房系列活动
咸宁市少儿图书馆

相山书院香城书房开展小小图书管
理员培训和实践活动、读好书写好字任
老师公益书法课，南昌路社区香城书房
开展科普进社区、国画工笔画培训，清华
城香城书房联合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
院团委开展“防控疫情知识科普小课堂”
宣讲活动。

国际博物馆日“流动咸博”系列活动
咸宁市城区公园内

依托咸宁市重点文物图文展，送展
览进社区，开展线上、线下答题赢礼品活
动，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弘扬咸宁优秀历
史文化。

送文化进景区
咸宁市各景区、景点

在各景区内开展文艺演出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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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跟党走共筑中国梦”第29届
百团上山下乡暨新春金秋巡回演出季

咸宁市各乡镇、村组、社区
围绕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这一重大主题，市新时代文艺中心
精选一批优秀节目，深入基层开展巡
演，在现场举办党史学习教育有奖知
识问答，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忆党史、共
话党恩。

“红色故事代代传——争做红领巾
讲解员”系列活动

咸宁市博物馆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为培

养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咸宁市博物馆
拟招募9-14周岁少年儿童，组织开展红
色故事讲解培训，经考核后上岗成为市
博物馆“小小讲解员”志愿者，推动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

“唱支山歌给党听”国乐音乐会
咸宁市群众艺术馆香城戏台

茶文化研究协会国乐团民乐专场演
出。 （本报综合）

“首违不罚”彰显执法温度
本报讯 通讯员何佩竹、牛君君报道：“您好，所属

期逾期申报行为可享受‘首违不罚’，因此不需要缴纳
罚款了。”近日，咸宁烨子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财务人员
到咸宁高新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补充办理纳税申报，
并准备缴纳逾期申报罚款时，收获意外惊喜。

听完这番话，这位财务人员高兴地对税务人员说，
“‘首违不罚’措施非常人性化，不仅为我们免除罚款，
还给我们提供学习税法的机会。”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
罚”事项清单》公告，从4月1日起对于首次发生清单中
所列事项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
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内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清单中列举的未按规定设置保管账簿和有关资料、未按
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等10项内容都
是与纳税人办税息息相关且高频发生的事项。

今年4月是第30个全国税收宣传月，主题是“税收
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该局积极践行服务纳
税人的理念，通过办税服务厅显示屏、制作宣传册、专
人辅导等举措，及时宣传包括“首违不罚”在内的一系
列普惠性税收政策。

每一次执法，都是公平公正理念的弘扬、维护正义
的实践。发布“首违不罚”涉税事项清单，也是一次生
动的普法教育。创新行政执法方式，兼顾尺度与温度，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执法、守法的初心就能得到共同呵
护，税收营商环境就会越来越好。

嘉鱼税务：“嘉小税”开启税务直播新体验
本报讯 通讯员应志华、张小芳报道：“首违不罚指的是什么？”“2021

年小微企业有哪些疫情优惠政策？”“现在是一个月不超过15万免征增值
税吗？”

4月30日上午，嘉鱼县税务局精心打造的“嘉小税”线上直播间正式
面向全县纳税人、缴费人开播。直播内容以政策热点、办税难点、咨询焦
点为基础，由各业务股室骨干担任主讲人。第1期直播向大家细致解读了
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2021年增值税优惠政策等内容。该
直播聚焦政策热点，讲解简洁明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赢得了
纳税人的纷纷点赞。

“嘉小税”直播课堂的启用，解决了传统税收宣传空间有局限、参与程
度低和受众范围小等问题，将单向传递转变为双向沟通，纳税人可通过弹
幕评论、发送表情等功能提出问题、表达想法，税务直播团队则能在第一
时间就这些问题与纳税人开展即时沟通，有效解决纳税人的办税疑难。

为进一步提升直播效果，该局还建立了“嘉小税”纳税人学堂交流群，
不仅能分享直播课程课件内容、税收新政、优惠红利等内容，还可以为纳
税人提供“一对一”咨询辅导服务，让纳税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税无忧。

据统计，该次税务直播共计74分钟，实时收看284人，弹幕互动174条。
下一步，“嘉小税”将以广大纳税人的需求为导向，及时推出个性化服

务，推进税收精准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突出“优化执法服
务、办好惠民实事”主题，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着力提升纳税人、缴
费人满意度和获得感。

“希望通过这个直播平台，我们能更好地推动征纳互动和社会协同，架
起税企沟通的‘连心桥’，锻造税收共治的‘聚宝盆’。”该局党委书记、局长
章光伟说，“我们将进一步务实创新，持续推进税收领域放管服改革，不断优
化纳税服务举措，打造一个更舒心、更暖心、更贴心的税收营商环境。”

湖北省四极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0000t混凝土外加剂项目委托环评单位开
展环评工作，现已形成《湖北省四极新材料
有限公司年产20000t混凝土外加剂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现征求与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现将有关
信息公开如下：

建设单位名称：湖北省四极新材料有
限公司

联系人：孙昕
地址：湖北省嘉鱼县武汉新港潘湾工

业园
联系电话：13316235118
邮箱：sxhjedu@yeah.net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

接：
（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dFwvQbjl2EeiP1fUpv2HZw 提取码：
ppz5）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请
到以上地址联系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众可按照下方链接格式填写意见

表，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
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

有关主管部门反映）。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HMhWoDp37h2eBivagCNQcQ
提取码：2k94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

径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在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电话联系方式，将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意见和建议反馈至我单位。在提交意见
时，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
交有效的联系方式及常住地址，以便根据
需要反馈，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对
外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1年4月25日-2021年5月11日。
湖北省四极新材料有限公司（盖章）

2021年4月25日

湖北省四极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0000t混凝土外加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遗失声明
嘉鱼兴耀工程机械租赁有限

公司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
份（第二联、第三联），发票代码：
142071926001，发 票 号 码 ：
00036991，金额 938000 元，特声
明作废。

李 晶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42120219890820232372B1，特声
明作废。

告全体学员书
根据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湖北省公安厅，鄂交发(2021 )

21号文件要求，从2021年8月1日起，省交通驾驶培训监管
服务平台与公安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联网对
接。小车培训必须达到62个学时，否则不能预约考试。

请已经在双鹤驾校报名的学员尽快参加培训，如因个人
原因延误培训时间，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

联系电话:0715-8270009
特此告知。

咸宁双鹤驾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5月6日

4月15日，记者从市文旅局获悉，我市
将响应全省统一安排部署，结合各乡镇实
际情况，在春播、暑假、农民丰收节、中秋、
国庆、春节和元宵节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
举办“赏春”“纳凉”“丰收”“贺年”等为主题
的“村晚”示范展示活动，集中展示我市的

“乡村文旅达人、乡村好物、乡村美景”。
为什么要办“村晚”？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办“村晚”
是为了充分整合优秀民间文艺资源，发挥

基层文化阵地作用，推动“村晚”活动蓬勃
开展，传递全省人民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奋力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决
心，展示我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丰硕成果。

办“村晚”是为社会文艺团队、民间艺
人、民间手工艺品、农特产品、乡村旅游景
区景点提供展示舞台，丰富人民群众文化
生活，展示地方文化魅力，加强乡村旅游、
农特产品、文创产品宣传，拓展增收渠道。

“村晚”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
展演+展销+展示。线下活动以传统

民俗、技艺展演，文创产品、农特产品展
销会、赶集会等为主要形式。

线上活动将借助湖北文旅公服云
“我要上村晚”“村晚赶集汇”“跟着村晚
去旅行”等平台，吸引群众自发参加“乡
村文旅达人、乡村好物、乡村美景”比赛，
利用网络媒体和示范展示活动，宣传我
市乡村美景、美食、非遗项目、传统技艺、

农特产品等乡村文旅资源，吸引游客来
咸宁打卡、带货、寻找“乡愁”。

“村晚”将如何组织实施?
各县(市、区)文化和旅游局、各乡镇政

府联合牵头主办，各乡镇文化站承办，省、
市、县派“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志愿服务
队下乡指导，引导广大村民自编自导自
演，深度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和民间文
艺能人，举办节目内容接地气儿、节目样
式灵活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乡村村晚。

我市拟推进“灵秀湖北·四季村晚”活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刘欢

我市一批旅游景区

获评省级荣誉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4月29日,从市文旅局

传来好消息，4月份湖北通报表扬一批先进旅游单位，我
市一批旅游景区获评省级荣誉。

在2020年“与爱同行 惠游湖北”活动中，赤壁市获
评先进县、市、区；咸宁市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咸宁市
九宫山风景区获评优质服务景区；咸宁碧桂园凤凰温泉
酒店获评业绩突出星级饭店。

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局长座谈会暨旅游景区工作
培训班上，崇阳县三特浪口温泉养生休闲度假区新晋为
省级旅游度假区；嘉鱼县田野乡村公园、崇阳县柃蜜小
镇·白岩崖山景区新晋国家4A级景区。

近五年来，咸宁旅游一手抓创建，一手抓推广，旅游
品牌不断擦亮。“十三五”期间，咸宁旅游景区频频获

“A”，创建5A级景区1家，4A级景区2家，3A级景区7
家；乡村旅游榜上有“名”，通山县石门村获评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通山县大畈镇、崇阳县铜钟乡大岭村、通城
县内冲村、赤壁羊楼明清石板古街获评省旅游名镇、名
村、名街。咸宁旅游正朝着全域可游、全季可游、全时可
游的方向发展，旅游作为咸宁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地
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