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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咸宁

肉 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粽子是端午节的美食，传说是为祭投江的屈原而开
始流传的，那一天人们互相送粽子作为纪念。

每年端午节一大早，长辈就包好了咸肉粽子，一个
个被绿色的粽叶包裹着，像小山一样。“山尖”上还冒出
几颗白白的米粒，看着养眼不说，那股子清香更是诱惑
得我垂涎三尺，赶紧大快朵颐。

肉馅和蛋黄馅混合的肉粽，吃起来别有风味。长辈
们包肉粽的技术可高了，首先将糯米用水泡好沥干，将
粽叶清洗干净擦干水。用天然的植物根茎做成捆扎线。

准备好后，大家坐在椅子上，将盛好的糯米放在左
手边，开始包起来。先将小粽叶叠加在大粽叶上面，卷
成漏斗状，再将一把糯米装进粽叶漏斗内，用竹筷拌紧、
折角、造型、捆扎，一个粽子就做好了，前后不过两三分
钟。捆扎打的是活结，吃起来很方便。不一会儿，一串
肉粽就包好了，看起来惹人爱。

肉粽最主要的馅料当然是猪肉啦，五花肉最为合
宜，要连皮切成块，四四方方，肥瘦相间，恰到好处。接
下来，就可以点火炒料。小火把白糖慢慢熬出焦糖色，
倒入肉块，迅速翻炒上色，加点酱油提味。待肉块稍稍
出油时，即可起锅装盆备用。

然后就是炒糯米，先把小葱头用小火爆香，然后倒
入泡好的糯米及粳米，小火慢慢翻炒拌匀。其间加入适
当的盐，并用酱油上色。米炒到三分熟左右，保证每一
粒米都有了油色，就可以关火了。

每年外婆总是做好多的肉粽，亲戚朋友都有份。粽
叶的清香和着鲜肉的汁水渗入糯米，那香味刻骨铭心，
飘在我的记忆里。傍晚的凉风习习吹来，炊烟袅袅飘
起。糯米、咸蛋黄、五花肉……当友人相聚一起，手剥粽
叶，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撩起一场谈天说地，谈古论今的
氛围，那是夏天最美好的回忆。

现在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粽子的品种也是琳琅满
目，品尝了无数，我还是最爱肉粽。临近端午，粽香又飘
荡在窗外，传统美食和厚重的民俗文化相互交织，在岁
月的长河里绵延不绝，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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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近日，通山县烟草专卖局深入辖区12个乡镇1个管委会共计200个村
（居）委员会，开展持证卷烟零售点“空白村”摸底排查工作，实地访查并详细
记录“空白村”地理位置、交通情
况和常住人口等数据，全面摸清
辖区农村卷烟市场情况，为烟草
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通讯员 黄国枫 摄

通山烟草专卖局开展零售点摸底排查

本报讯 通过员胡琴报道：5月28日，
嘉鱼县烟草专卖局联合湖北省烟草专卖局
安全管理处党支部、离退休办党支部共同开
展“追忆红色印记，学史力行共进，人人都是
发展环境”主题党日活动。

在嘉鱼县簰洲湾98抗洪纪念馆，全体
党员缓步走过纪念馆水灾再现厅、抗洪救灾
厅、英烈永垂厅，认真聆听浮雕上铭刻的抗
洪故事，观看《簰洲湾镇九八抗洪纪实》专题
纪录片。

在嘉鱼县文庙山烈士陵园，全体人员在
革命烈士纪念塔前肃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

篮，集体默哀鞠躬，重温入党誓词，认真倾听
烈士后代讲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体会革
命先烈大义凛然、为党和国家奋斗牺牲的高
尚情怀。

在理论学习阶段，各支部分别组织学习
了行业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
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的讲话精
神，省烟草局安全处党支部党员结合自身经
历深入地讲述了簰洲湾98抗洪的经历，各
支部党员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分享了党
史学习教育收获体会。

嘉鱼烟草专卖局与省局联合开展党建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刘雅报道：5月28日，
赤壁市烟草专卖局（营销部）邀请党校老师
为全体党员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

授课老师以《学党史国史 明初心使
命》为题，从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
历程和历史性贡献、深刻把握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点启示三个方面，全面讲述了

党的百年历史及其丰功伟绩，宣讲主题鲜
明，深入浅出，既有理论的精彩性，又有情
感的激励性。

通过宣讲，党员干部加深了对党史学习
教育重大意义的理解和认识，纷纷表示将把
党史学习教育与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以更加
坚定的信念、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
斗志投身到赤壁烟草高质量发展中去。

赤壁烟草专卖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

1 玩转“六一”儿童节系列文旅活动

松鼠部落钜惠

活动时间：5月13日——12月31日
活动地点：松鼠部落
活动内容：陆地公园+水上乐园
优惠政策：年卡61元（有效期内不限次免费畅玩）
主办单位：松鼠部落

2 “粽”情端午特色文旅活动

七彩童年亲子欢乐汇“浓情端午，快乐成长”

活动时间：6月13日15:30-16:00
活动地点：咸宁市少儿图书馆活动一室
活动内容：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为了让

小朋友们更好的了解端午，感受端午节丰富的文化内
涵，主讲老师将通过知识分享，介绍端午节的风俗及来
历，以亲子游戏、手工DIY香包等活动环节，深刻了解中
国的传统文化习俗，感受节日气氛。

活动对象：5-10岁小朋友家庭参与
主办单位：咸宁市少儿图书馆

“左琴右书”端午古琴雅集

活动时间：6月
活动地点：相山书院香城书房
活动内容：古琴，又称琴、瑶琴、玉琴、丝桐和七弦

琴，位列中国传统文化“琴棋书画”四艺之首，是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汉民族最崇高的乐器，至少有三千年以
上的历史。古琴不仅仅是一种乐器，更是文人雅士修身
养性，乃至静心悟道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为了进一步
推进古琴文化的发展，咸宁市图书馆将开展《“左琴右
书”端午古琴雅集》活动，把中华文明逐渐的、完美地展
现给市民读者们。

主办单位：咸宁市图书馆、淦川琴院
协办单位：咸宁市图书馆相山书院香城书房

浓情端午，和家人一起放“粽”

活动时间：6月12日-6月14日
活动地点：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
活动内容：包粽子总动员、泛舟湖上、小小消防员、

魔法树叶书签、小小特种兵
主办单位：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

松鼠部落端午小勇士挑战赛

活动时间：6月12日-6月14日
活动地点：松鼠部落
活动内容：儿童障碍挑战赛，十余道关卡，100公分

爬升，2000余米赛道，让孩子们在活动中成为真正的勇
士。

主办单位：松鼠部落

文化进景区主题演出

活动时间：6月每周末、端午节
活动地点：田野乡村公园、山湖温泉、金色年华养生

谷、光年城堡景区
活动内容：由嘉鱼本地音乐、舞蹈专业演出团队在

各景区内表演嘉鱼特色歌曲、舞蹈、曲艺节目，向游客展
示本地民俗和非遗文化。

主办单位：嘉鱼县文化和旅游局

FUN’S奇趣地—万亩茶园端午奇趣市集开FUN日

活动时间：6月12日-6月14日
活动地点：赤壁市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
活动内容：市集打卡互动、文化巡演、美食制作、奇

趣DIY
主办单位：赤壁市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

3 博物馆进校园

活动时间：6月8日
活动地点：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
活动内容：咸博小课堂：鄂南雕花剪纸体验课（45

分钟）；展览进校园：《萌宝带你回忆党史上的咸宁名人》
展、《萌宝带你游咸宁》卡通展、《国宝讲国宝》卡通漫画
展；有奖竞答：参共5道题，在展览中寻找答案；赢500份
礼品（全对活动旅游布袋1个或叶脉书签1份或帽子1
个；答对3题及以上奖文博纪念笔1份）

主办单位：咸宁市博物馆
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

4 咸宁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览

活动时间：6月11日上午
活动地点：咸宁市文化中心一楼非遗馆
活动内容：组织学生参观非遗馆、观看传承人现场

展示展演、中医义诊、品茶、湖北科技学院非遗调研成果
展、非遗专家访谈

主办单位：咸宁市文化和旅游局
承办单位：咸宁市群众艺术馆
咸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湖北科技学院音乐学院鄂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基地（表演艺术类）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5 “香城戏台月月唱”嘉鱼专场

活动时间：6月12日（周六）9：30——10：30
活动地点：咸宁文化中心四楼“香城戏台”
活动内容：以戏为主（京汉楚、黄梅戏、采茶戏、花鼓

戏提琴戏等剧种不限），其他为辅。为全市专业和非专
业戏曲工作者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交流学习平台。

主办单位：中共咸宁市委宣传部
咸宁市文化和旅游局
咸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咸宁市群众艺术馆
咸宁市戏剧舞蹈家协会

6 第六届群众广场舞赛前培训班

活动时间：6月中旬
活动地点：咸宁市文化中心
活动内容：通过教授咸宁地方特色舞蹈基本动作、

广场舞编排方法和技巧，提升咸宁市群众广场舞水平，

反映咸宁儿女的幸福生活，展示人民群众的时代风采，
展现全面小康的伟大成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

主办单位：咸宁市文化和旅游局
承办单位：咸宁市群众艺术馆

7 “不忘初心·为人民歌唱”合唱比赛

活动时间：6月底
活动地点：咸宁市人民广场
活动内容：由市民和单位职工组成6个专场大合唱

比赛，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广大群众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凝聚团结进取、奋发图
强的精神力量，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良好氛围。

承办单位：咸宁市群众艺术馆
咸宁市新时代文艺中心
咸宁市音乐家协会

8 长江讲坛——咸宁直播

活动时间：6月
活动地点：咸宁市图书馆五楼报告厅
活动内容：《长江讲坛》汇集百家学养，追慕大师风

范，强调雅俗共赏，打造市民学堂。栏目与湖北省图书
馆合作，邀请全国著名学者讲座，以平和开放的胸襟，在
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咸宁市图书馆作
为《长江讲坛》咸宁直播会场，将连线湖北省图书馆直播
6月现场讲座情况，与咸宁市民一起聆听思想的声音，沐
浴智慧的阳光，共同遨游知识海洋。

9 “因书而美”主题摄影展

活动时间：6月
活动地点：咸宁市图书馆三楼展览区
活动内容：本次展览共展出摄影作品100幅，从时

间上，纵贯十七世纪至二十一世纪的不同年代；从地域
上，跨越五大洲的不同国度；从风格上，既有气势恢弘的
公立图书馆也有烟火气息浓厚的街边书摊。通过摄影
师变幻的镜头，展现了五大洲不同国度、十七世纪以来
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图书馆和书店的风采。

承办单位：咸宁市图书馆

咸宁市少儿图书馆、香城书房系列主

题活动

6月5日，在咸宁市少儿图书馆活动一室，举行小小
图书馆管理员培训和实践活动。

6月19日，在咸宁市少儿图书馆活动一室，举办“书
香伴你成长”读书沙龙活动（第五期）。

6月每周日9:30-11:30，在咸宁市少儿图书馆活
动一室，举办“唯有书香”亲职教育公益活动。

6月，在咸宁市少儿图书馆，举办“我爱探索”系列活
动——儿童科学启蒙项目公益活动

6月，在咸宁市少儿图书馆，举办“全球小公民，带你
看世界”活动。

6月，在咸宁市图书馆香城书房，举办“阳光成长，健
康同行”活动。

6月每周日下午15:00，在相山书院香城书房举办
“读好书写好字”任老师公益书法课。

6月，在南昌路社区香城书房，举办国画工笔画培训
公益课。

6月（每周一次），在清华城香城书房举办“阳光彩
虹”幼儿绘本阅读活动。 （本报综合）

10

汛期出游安全提示
近期全市强降水、短时雷雨大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

将多发频发，市文化和旅游局特别提示广大游客朋友：
1、加强风险研判和评估。汛期天气多变，旅行社组

团接团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增强团队安全防范意
识，加强风险研判，确保行程安全；自驾游、自助游等人
群出行前，要合理规划线路，加强风险评估，克服侥幸心
理，确保行程顺利。2、学会躲避雷击危险。外出旅游时，
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金属物体；不要
在山洞口、大树下或悬崖边躲避雷雨；雷雨时如果身在
空旷的地方，应该马上蹲在地上，这样可减少遭雷击的
危险；如果在江、河、湖泊或游泳池中游泳时，遇上雷雨
则要赶快上岸离开。当危险发生时，在自救互救的同
时，要听从救援人员的安排指挥，不私自脱离旅游团队
自行处理危险情况。3、注意防范涉水事故发生。涉水事
故是汛期旅游安全事故的主要类型之一。即使是参加
旅行社安排的有组织的水上游览项目，游客也要注意有
关安全提示，做好自我保护，要“量力而行”，必须要有相
应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游客更不要
在没有安全保障的自然湖海中游泳。 （本报综合）

出行贴士

受委托，定在2021年6月21日上午9时在武
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上对咸宁市11辆公务
用车采取网络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转让车辆概况：共有11辆公车，车型以普
通轿车为主，含别克、帕萨特、东风日产、大众等多
种品牌(详见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网站www.
xncq.cn)。

备注：1、上述标的已经评估机构评估，经委托
单位主管部门同意公开转让拍卖；

2、经委托方同意，如遇特殊情况，网络竞价前
可以撤回部份标的；

3、其他注意事项具体见《竞价文件》和咸宁产
权交易有限公司网站（www.xncq.cn）

二、网络竞价标的展示时间、地点：2021年6月
17日至 6月18日 ，在城铁南站地下停车场公开展
示，有意竞买者可自行查勘标的现状。

三、竞买登记：竞买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21

年6月18 日下午5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以实际
到账时间为准）到指定银行账户，竞买保证金按如
下标准交纳：5000元/辆、3万元不限竞买车辆数，
并持有效身份证明、竞买保证金交款凭证等到武汉
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办理
竞买登记报名手续。

竞买保证金账户：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
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账号：82010000002769312；开户行：湖北咸
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淦河支行。

四、联系方式：
1、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

限公司：
0715-8128199姜先生
地址: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市场监督

管理局窗口斜对面）
2、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刘先生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6月4日

咸宁市公车网络竞价公告

减资公告
湖北咸宁广源商贸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2695149003U）经 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600万元减至人
民币100万元，请债权人于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没
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湖北咸宁广源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6月4日

遗失声明
唐婷遗失鄂L0691挂车

辆 营 运 证 ，证 号 ：
421202204316，特声明作废。

冯祥贵遗失鄂L1G019
号车辆道路运输证，证号：
421202204123，特声明作废。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