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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麻花是中国的一种特色食品，崇阳的小麻花就很出
名，酥脆不油腻，身边好多亲朋都爱吃。

小时在老家的时候，每当将要过大年，长辈都会忙
着炸些麻花、油条之类备着过大年的时候享用，炸好的
麻花放置阴凉处保存，吃的时候放到烧热的炉灶台上隔
着铁帘子烘烤一下，烤过的麻花非常香，真的是闻着味
儿就会流口水。

老味麻花一般采用油炸的做法，吃起来又酥又脆。
现在时代发展，麻花的口味也越来越多，大街上各个面
食店的大喇叭里整天喊着蜂蜜的、奶油的、糖酥麻花，在
极力诱惑着人们，卖得红火，供不应求。

读书时，学校的小卖部会有各种好吃的小零食，每
每我坐在教室里，总能闻到麻花的油香味儿从窗口飘进
来，让人觉得幸福感十足。

麻花看起来简单，真想要做好吃了，用料必须要很
讲究。做麻花第一步是和面，有个小诀窍，可以在面团
当中放上少许的盐、糖和蛋清，这些步骤并非画蛇添足，
它们全都是为了发面而服务的。面发好了，麻花的内里
不论怎么炸，都非常松软。如若这步没料理好，那出来
就全然变成两根硬木棍了。

发好的面，切块儿后揉成长条，三根一组，合在一
起，一抻，一拧，一并，麻花的雏形就出现了。搓成10厘
米长的小条码在盘中，对头折两个来回顺成8根，两头捏
在一起，成两头尖、中间圆的形状，下油烹炸。炸时锅内
花生油五成热，面团下入油锅来回摆动使其定形，待坯
子稍硬挺后，整个入油中炸，炸成棕黄色即成。

塑好型的面在均匀的热力下慢慢膨胀，不时发出滋
啦和噼啪的声响，在这般乐声中，麻花上下翻滚，左摇右
摆，如滚滚江水中的一叶扁舟，朝着彼岸激流勇进。过
不了一会儿，麻花的颜色就由浅黄变至金黄，最后变成
褐色，也就意味着可以出锅了。

小小的麻花层层叠叠，千折百回，再加上金黄的色
泽与零星点缀的芝麻，看上去甚是灵巧可爱。咬一口下
去，酥脆之中夹着软糯，香香甜甜的滋味，久久不曾淡
去！

吃在咸宁

保障安全 开办活动

陆水湖风景区人气火爆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健、通讯员刘洋

报道：14日，走进赤壁市陆水湖风景区，惟妙惟肖、形
态各异的“手绘生态树”吸引了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
念。

陆水湖风景区副总经理李博告诉记者，他们精心设
计了20多种生态树，寓情于景，让游客漫步在山与水、花
与鸟、树与画的情景中，感受自然，享受清新。

近年来，随着陆水湖景区的升级换颜，越来越多的
游客来到陆水湖游湖、看山、看水，饱览自然美景。

为做好安全防护工作，陆水湖风景区严格落实市文
化和旅游局对假日工作的部署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
水上安全、旅游接待等各项工作的同时，还针对假期推
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优惠活动。

李博介绍：“我们在票价上给出了一定的优惠，推出
了亲子票、双人票和家庭票。在特色活动上我们推出了
拔河、百米画卷两个亲子的项目。画卷就是让小朋友画
出心中的陆水湖，现在画画长廊已经成了一个画的天
堂，充分展现了小朋友心中陆水湖的样子。”

前不久，风景区首次举办的“百米画卷中的陆水湖”
亲子绘画活动，以生态为主题，让保护生态的意识代代
相传，吸引不少小朋友留下自己的“丹青”。

本报讯 通讯员刘学广报道：7月14日，省人防
办党组成员、副主任邓卫兵带队来我市开展人防系统
涉企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工作检查督导。

督查组一行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检查
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先后到市326人防工程、市人防
应急指挥中心大楼进行了实地督导检查。重点查看
了人防重点工程建设中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并对
人防系统2021年度“下沉企业、助企纾困”活动情况进
行了详细询问。

督导组对我市重点人防工程安全管理和涉企行

政执法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
了要求。

督导组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长期准备、
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建设方针，扎实做好新时期人
民防空工作；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执法监
督，不断提升行政执法公信力，不断优化人防营商环境；
要全面落实参建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
任，加强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日常巡查等工作；要强化设
施设备维护，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对存在问题立即整改，
确实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人防工程安全运行。

省人防督查组

检查我市人防系统涉企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工作
关于咸宁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贷存比情况的通报

截止2021年6月30日，咸宁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余额1894.12亿元，比年初净增97亿元，同比增长8.17%；各项
贷款余额 1394.91 亿元，比年初净增 106.11 亿元，同比增长
14.31%。余额贷存比为73.64%，新增贷存比为109.4%。市直
13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贷存比情况如下：

全市金融机构
农发行

武汉农商行
汉口银行
中 行
工 行
建 行
湖北银行
农 行

咸宁农商行
咸安长江村镇银行

民生银行
交通银行
邮储银行

余额贷存比
73.64%
391.09%
124.09%
82.33%
77.01%
76.66%
75.02%
68.88%
68.31%
67.26%
54.37%
46.24%
42.45%
22.82%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贷存比（2021.6.30）

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公告

各债权人：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1日裁定认可

《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能一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已将破产财产全
部分配完毕，现管理人就破产财产分配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管理人对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
一郎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依照《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实施。

二、能一郎公司在清算期间的总收入为 58,344,
781.08元（包括破产财产拍卖款及利息、租金收入等）。除
去已分配的抵押优先债权，剩余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为总
额14,773,921.58元。在分配完毕破产费用、共益债务、
税款和部分职工债权后，因71名职工尚未向管理人办理
受领分配款手续，还剩余716,350.43元待分配款，管理人
依法予以提存。

三、本次分配为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
序终结前的最后一次破产财产分配。债权人自本次公告
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
管理人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或按规定上交
国库。

特此公告。
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7月16日

咸宁市香城建设职业培训中心遗失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咸宁岔路口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0001489601，账号：
42050169863600000152，特声明作废。

金士达医疗（咸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咸宁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0002231801，账号：
158814954，特声明作废。

舒俭遗失新办居民身份证，证号：422301195612061230，特声明作废。
咸宁海鑫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21200MA488N702Q，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丰达铸造有限公司遗失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

永 安 支 行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5360001180101，账 号 ：
1818000609200046065，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丰达铸造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1202MA4888CB3B，特声明作废。

龙振兴遗失机动车驾驶证，证号：422302198703245713，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声 明
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6年

5月6日申请刻制了一枚行政公章，并在咸
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服务窗口备案，该行政
公章因在日常工作中使用不当造成严重损
坏，2017年9月26日由咸宁市公安局温泉
分局服务窗口回收并销毁，我公司于当日重
新申请刻制一枚新行政公章使用至今。

特此声明。
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6日

（上接第一版）
张长征描述：在这场遭遇战中，乔凤

山身中数刀，面部被砍中一刀。战斗结束
后，在一位当地老农的引导下，部队翻越
雷公尖、老虎头山，经湄港往县城转移抢
救伤员。

行至城坑吴庄时，部队略作休整。此
时，重伤的乔凤山一直嗫嚅着什么，排长
程逢珍凑近，听到他断断续续地留下家乡
的信息，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乔凤山安葬时，村民吴兴发主动捐出
自己存放多年的棺木。

“乔战士是穿着军装，带着弹匣下葬
的，几十个村民去送葬。”今年80多岁的
吴著壮还记得，“他个子非常高，棺材对他
来说有点小，身上的军装全被血染红了。”

“吴兴发捐出的柏木红漆‘十二莲花’
棺木特别珍贵。”张长征说，“这种义薄云
天的行为，也是通山老百姓爱党拥军的写
照。”

永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经
实地走访、查证，补充了乔凤山的另一半
生平：

“他是家中老大，离家时没有成家，现
在已经没有直系亲属。烈士陵园有他名
字（乔上海），村里也立有衣冠冢。他还有
两个侄子居住在当地。他们只知道有个
大伯去当了兵，直到我们找上门，才知道
大伯牺牲在通山了。”

故事，被更多人传颂

7月初，吴高波将烈士已经找到的喜

讯，告知了母校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的老
师。

该校当即组织学生党员围绕为烈士
寻亲的故事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7月5日，刘雯璐等一行8名学生党员
走进赤城村城坑吴庄。

“让我们震撼的是，这个村里从80多
岁的老人到半大的孩子，都知道乔凤山的
故事，自发守护着烈士墓。”刘雯璐、胡啟
林说，这是一堂鲜活的党史教育课，大家
获益匪浅。

与此同时，接力寻亲引发更广泛的关
注。

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当地政府领
导对吴家为乔凤山寻亲一事极为重视，作
出指示。

永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多
次到乔凤山老家实地走访，调查核实。

7月8日，该局副局长单永涛一行专
程来到通山，到乔凤山墓前祭拜，当面感
谢吴家四代寻亲的义举，并同当地相关部
门沟通移交烈士遗骸事宜。

7月13日，“跨越72年的寻亲之路”被
本报报道后，不少读者留言点赞。读者陈
先生表示，一家四代的坚持，可贵、可敬！

7月15日，邯郸当地媒体也闻讯而
动，与本报联动报道这一感人故事……

“作为一名学生党员，我们也会主动
去讲述烈士的事迹，宣扬崇尚英雄、缅怀
先烈的良好风尚。”参与社会实践的大学
生向阳阳说，“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
让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承。”

如何将红色转化为一种资源，让乡
村活起来，让群众口袋鼓起来，给绿水青
山文化注入生机，赋予通山旅游发展新
的内涵？

厦铺镇冷水坪村党支部书记黄工农
介绍，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慕
名来冷水坪的游客络绎不绝，厦铺镇不
断加大红色旅游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
设，开展干部培训、研学旅行、党员教育
等各类红色旅游教育主题活动，推进红
色精神传承教育，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文
化旅游、养生度假。

沈为民介绍，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弘扬城市精神品牌，县文旅局
统筹谋划，出台红色旅游整体推进规划，
充分发挥通山绿色、红色资源优势，挖掘
红色文化内涵，通过加强红色旅游资源
保护利用、打造红色文旅融合全国排头
兵、增强红色旅游教育功能、丰富红色旅
游产品体系、提升红色旅游景区级别、加
大红色旅游宣传推广、研发红色旅游精品
线路、发挥红色旅游促消费功能、深化红
色旅游区域合作、规范红色旅游发展秩序
等工作，形成红色旅游与全市旅游体系互
为促进、相得益彰、健康发展的态势，系统
地推进县域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目前，冷水坪的总体规划已经出台，
由村里牵头，向市里申报项目，对村庄进
行整体规划打造。现在冷水坪正在申报
全省旅游名村，将投入20亿元，对冷水
坪所在地的三界谷，分10年三期进行开
发打造；圣庙等一批红色旅游目的地正
在制定规划中。

如今，一曲红绿融合的动人乐章响
彻通山各地。通山正在全力全面形成以
红色文化为引领，红色旅游基地为核心，
红绿融合发展为特色的红色产业发展体
系，开启推动全县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强
大“红色引擎”。

﹃
红
绿
融
合
﹄
迸
发
新
能

B7日，公路一路蜿蜒，记者跟随一群游客，
一路来到通山县厦铺镇冷水坪村，追寻先辈红
色足迹。

站在三界尖，远可眺望湘鄂赣三省，大山溪
流汇集而成的三界河流潺潺流淌，近处有村庄
小丘梯田，毛竹林形成绿海，微风中碧波荡漾。

纪念碑底座上记载着冷水坪革命根据地
形成轨迹、鄂东南道委在冷水坪期间的重大历
史事件：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冷水
坪革命根据地曾是鄂东南道委机关的活动中
心，是湘鄂赣边区省委机关的活动地，是红三
师和十六师的整训地，是修水、武宁、崇阳和通
山四县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陵园内安
葬着46名先烈。

每年清明节、七一、十一等节日，冷水坪都
会迎来一批批远到而来的游客。而位于通山县
通羊镇南门社区的圣庙小区，参观者亦是络
绎不绝，他们追忆先辈的英雄事迹，激发自己
建设家园和祖国的动力。

圣庙正门棂星门由大理石柱石条砌成，尤
显庄重大方。第二进大成门由乔木而构，红漆
衬出气派辉煌之势，几分古老几分庄严，让人
肃然起敬。

今年4月，通山县圣庙陈列馆、冷水坪红色
小镇旅游区入围“灵秀湖北·十佳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评选。

县文旅局副局长沈为民介绍，通山绿水青
山资源得天独厚，蕴藏着丰富的红色资源，是
一座有着光辉革命历史丰富革命精神的红色
之城。近年来，该局开发、挖掘、保护了一批红
色文化革命纪念地。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
是全国第一批县级红色政权；抗日战争时期，
湘鄂赣边区成为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湘粤北
返中原的后方基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鄂
南（含阳新）先后有30多万革命志士献出了自
己的宝贵生命，其中有35位地、师级以上领导
干部，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
页。通山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潜力无限，
未来可期。

红
色
旅
游
资
源
丰
富

A 游览景区，学习党史，高唱红歌……“七一”前
后，晴好的天气里，通山冷水坪、圣庙等红色景区，
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游客，也带动了县内农家乐、住
宿酒店的生意持续火爆。

游客李东源一路从湖南赶来，从杭瑞高速下
高速后一路向西来到通山，只为参观通山县工农
政府委员会旧址圣庙。

李东源说：“听说圣庙是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
会的建立之地特意来看看，接受一下红色文化的
熏陶。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土
地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全国首批县级红色政权之
一。第一批共有10名共产党员，他们创办学校，
教习武艺，宣传党的思想，成立农协会，组建农军
自卫队，很快就发展到1000人。”

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拾级而上，鲜花满地，松
涛阵阵，到达山顶，一座纪念碑巍然屹立。

冷水坪革命烈士纪念碑旁，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们追寻着红色足迹，瞻仰纪念碑，参观湘鄂赣
边区省委机关的活动地、红三师和十六师的整训
地，了解湘鄂赣革命斗争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游客们在景区内充满激情唱响红歌——《歌
唱祖国》。游客廖志远说：“把冷水坪作为‘七一’
假期目的地，不仅因为这里景色美，还能参观湘鄂
赣边区省委机关活动旧址，出游同时重温党史，让
孩子跟他一起忆苦思甜，对今后的工作学习是很
大的激励。”

“锣鼓震天响，标语贴满墙，妻子送丈夫，父母送
儿郎，昨天拿锄头，今日上战场……”参观完冷水坪，
游客吕绅带着自家孩子来到这里。他动情地对孩子
说：“那段岁月十分坚苦，缺衣少粮，缺枪少弹，只能
吃红薯、苞谷、笋子、野菜，有时一个多月没盐吃，就
把辣椒与笋子一起煮，而且战斗频繁激烈……”

这个七月，一批批游客从全国各地赶来通山，
一阵阵激昂嘹亮的歌声在通山红色景区内回响。

据了解，冷水坪每年接待量8000多人次，而
圣庙亦是众多来通山旅游的游客必去的参观地。
而位于大路乡洞口罗村的通山县烈士陵园，位于
南林桥镇石门村的楚王山革命烈士纪念园，也都
深受红色文化爱好者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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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为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近年来，通山县文旅局挖掘、

保护、开发了一批红色文化革

命纪念地，对外宣推红色通山

取得实效。

通山擦亮“红色印记”品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一家四代为烈士寻亲的故事，震撼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