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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咸宁

顺德捞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听说传说中的“顺德捞鸡”，在咸宁也能吃到
了。周末我约上三五好友，慕名来到“有口福”餐
厅，打卡了这道神秘美食。

有口福餐厅位于茶园路，餐厅内绿植生长茂
盛，茶座设计古朴，玻璃鱼柜内鲜鱼活蹦乱跳。餐
厅虽不大，但装修得很精致舒适,包房内、楼梯间
等，处处都透着主人的用心，这样的餐厅，一步一
景，赏心悦目，让人无法拒绝。

说说让我和朋友流口水的顺德捞鸡。早就听
说顺德菜以丰富多样的制作物料著称，以博取众
长的烹饪技艺见长，以清、鲜、爽、嫩、滑为特色。
其中招牌菜顺德捞鸡有句广告词叫“捞鸡捞起，风
生水起”。

“捞”代表着发展好，“鸡”与“吉”同音，预示着
大吉大利，行好运。

眼见老板娘将捞鸡端上，我已经等不及拿起
筷子准备干饭。

捞鸡是用筒箕盛放，以鸡为主角，周围放着8
种调味料，有剁椒、香菜、蒜蓉等，在摆盘上，色香
俱全可以打满分。

望着眼前这样一盘霸气十足，透着复古气息
的硬菜，应该如何下手成了难题。

老板娘在旁介绍着捞鸡的整个制作过程：
选一只放养式的走地鸡，洗净后控干水份，用

蒜、姜、葱、香菜根等配料对鸡进行按摩10分钟，
腌制3个小时后，开水上锅蒸半个多小时，蒸熟后，
大厨将鸡拆骨拆皮，在筒箕中间摆盘成整鸡造型，
配上秘制酱汁等辅料，上桌。

“这道菜对主料鸡的选择很重要，整鸡经过一
系列的制性加工突出鸡的原汁原味，去骨斩块时，
娴熟的刀工也最能体现大厨的技术。”老板娘说。

看似简单的一道菜，没想到步骤却很繁琐，不
仅让人感叹制作者的用心。

老板娘介绍完后，询问大家有没有不吃的配
料，征得大家的同意后，她将所有配料倒到整鸡身
上，用公筷进行捞拌。

“八样配菜里如果有你不喜欢的，可以不加进
去，总之就是随心搭配，任性吃。”老板娘边说边熟
练的用公筷由下至上的捞拌整鸡，带我们领略了
一把“拌字诀”。

炸花生、姜丝、洋葱、红辣椒丝、秘制酱料、花
生油、京葱丝等悉数登场，与中间的走地鸡融为一
体。这波操作可谓风生水起。

越拌越入味，让鸡肉充分吸收酱汁的味道。
一拌一捞中，香味融入空气中，扑向了一旁等待的
我们。大家都忍不住发出了咽口水的声音。

朋友忍不住感叹道：“这样的吃鸡方式，真的
仪式感十足啊！”

不多说，动筷。我们迫不及待夹上一块拌好
的捞鸡。

夹起来，鸡肉薄而通透，微微泛黄；吃起来，清
爽甘香，鸡肉无骨，鲜嫩香滑，“清、鲜、嫩、滑、爽”
等多重香气融合，味蕾的多重感受让大家筷子停
不下来，忍不住又夹上一块又一块。

细细品尝，嫩滑却不失嚼劲，与配料融合后的
鸡肉鲜甜喷香，多种香气华丽碰撞，瞬间烘托出鸡
肉的鲜味。

顺德捞鸡本属广府菜系，经过聪明的咸宁人
之手，做法一绝，吃法一绝，与咸宁当地生产的配
料，迸发出了新的风味和口感，值得品尝。

在嘉鱼县城二乔大道以南、蜜泉湖北
岸，有一处世外桃源，遍地栽满了郁金香、
虞美人、风信子、水仙、百合、月季……感受
五彩缤纷的世界，呼吸沁人心脾的空气。7
月份，因工作原因来到金色年华养生谷。

金色年华养生谷门口，两只五彩长颈鹿
伸出长长的脖子像是在亲吻，垒起来的石头
上刻着“金色年华养生谷”几个烫金大字。

园内种满了郁金香、百合、芍药……黄
的、粉的、白的、绿的，它们交织相连，向阳
生长。花朵们被山风拂过的脸颊带着红
晕，摇曳生姿，惹人垂怜，装扮着迷人的自
然景色。

树林里，阳光穿过树桠，在青青草坪上
洒下光斑，每两棵树干之间都被绑上吊床，
另一侧则是穿越丛林的游乐场，攀岩，绳
索。

熊猫园内，各种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熊
猫雕塑，他们或趴着，或坐着，或攀在树上，抱
着吉他演奏，撑着荷伞乘凉，憨态可掬。

鲜花、绿地和多情的山林相得益彰，鲜
花盛开处延伸到白色的沙滩上，银白的沙
子柔软细腻，一扬即飞。

专门从海南运来的沙子、挺直的棕榈
树相映成景，躺在长长的靠椅上，遮阳板刚
好挡住刺眼的阳光，眼前漫漫无际的碧水，
有一瞬间仿佛来到马尔代夫度假的感觉。

金色年华生态养生谷，总占地面积约
15000亩，规划有综合服务区、休闲运动区、
住宿垂钓区、药植花卉种植观光区、林下种
植区、生态智慧健康小镇及养心禅修区等7

个片区。
深林中侏罗纪世界应该是所有孩子的

最爱了。大家伙们逼真的造型，不停咆哮
着，嘶吼着，摇摆着，还未出生的小恐龙们
正呆在蛋里晒太阳。

禅修木屋、听蝉鸣鸟啼，闻暮鼓晨钟，
观松涛林韵。

顺着栈道和渡桥能看到掩映在棕榈树
中的木屋别墅，有欧式的，有中式的，每一
栋都是老板亲自设计的，原木色的外观，整
洁的茅草顶，充满东南亚风格的房子令人
赞叹。

别墅、湖水、沙滩自然完美结合。平静
的湖面上搭建了一条长桥，联通半岛和水
上木屋。江边的气膜房“梦幻”室内运动
场，宛如一只千年老龟背着银色的龟壳蹲
在江上，安静祥和。

白色的气膜既环保，又可以防霾，内部

的运动设施一应俱全。
不远处就是户外网球场，这是全国名

列前茅的室外网球标准场地，在这里曾经
举办了全国新闻系统网球职业赛，来自全
国各地的运动员们聚集于此，挥洒汗水，释
放激情。

玻璃温室做的全透明阳光生态餐厅，
能让你真切感受晴天、下雨、白天、夜晚，在
这间白色玻璃房里，你总能捕获不重样的美
好情绪。

生态餐厅内种有沉香、红豆杉和各种热
带植物，你身在其中品尝美食的同时，还可
以达到养生、养颜的各类功效。

近年来,大健康产业在市场上也越来
越受资本青睐。一番游览下来，感觉金色
年华养生谷并不只是养老项目，而是从养
老出发，以美食养胃、空气养肺、生态养眼、
鸟语养心的世外桃源。

行者无疆

初遇金色年华养生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咸宁夏夜怎么样？
【 】华灯初上，夜色下的咸宁，在霓虹灯掩映下，披上一身光彩夺目

的黄金霓裳，流光溢彩、美不胜收。夜游咸宁，有哪些好去处？

淦河畔

华灯初上，淦河畔就会展现出热闹繁华的一面，特别
是人民广场前的音乐喷泉，听着优美的音乐，看着律动的
喷泉，感受着温泉河的夜景。

淦河大桥旁的永安阁，青灰的屋脊，明黄的亭身，斗
拱出檐，整个亭阁显得大气优美。暖暖的光辉笼罩着仿
古建筑，如果不是身后川流不息的车流提醒自己，还以为
已经穿越回到古代。

中心花坛

咸宁市中心花坛是咸宁的一个时尚地标，也是咸宁
最热闹的中心商圈，这里的霓虹灯五光十色迷人眼，这里
的生活烟火气最浓厚。

过桥米线、凉面、手抓饼、臭豆腐、炒米粉、麻辣烫、烧
烤、火锅等美食加上奶茶店、电影院和眼花缭乱的鞋衣帽
店、宠物店，干净整洁的街道，让中心花坛成为咸宁人心
中不可替代的地标。

三湖连江风景区

傍晚，夕阳向三湖连江洒下金辉，沙滩也披上了蝉翼
般的金纱，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广场上人群熙熙攘攘，跳广场舞的队伍整齐划一地
舞动着，孩子们在广场追逐打闹着，商贩们时高时低地叫
卖着。二乔公园里二姝伫立着喷泉中，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毗邻三湖连江的山湖温泉度假区风景秀美，这里的
欢声像水浪一样一阵高过一阵。

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

白天的万亩茶园是绿色的海洋，茶香四溢，清新惬
意；夜晚的万亩茶园是轰趴的天堂，饕餮盛宴，激情四射。

即日起至9月10日，万亩茶园景区商业街广场上将
有龙虾啤酒音乐节，每天晚上，暑气消散，在茶园里，泡泡
互动大作战、激情喊麦、吃龙虾、喝啤酒……超多互动活
动，还有自助烧烤、游乐园，直接嗨翻整个夏天。

通城万雅国际商贸城

暮色渐深，万雅国际商贸城广场前的音乐喷泉准时跳
动，在彩灯的照射下，时而红时而绿，五光十色，十分迷人。

商业街内头顶是一排排彩灯，孩子们穿梭在其中嬉
戏玩闹。晚上没有白天的燥热感，正适合逛街购物。这
里品类一应俱全，琳琅满目。商铺外还有可供休息的桌
椅，逛累了可以歇歇脚，欣赏华丽的夜景。

内冲瑶族村

如果去过内冲瑶族村的人，一定忘不了瑶望千年广
场上篝火，充满古瑶特色的《拍打舞》将广场的气氛推至
高潮。周末广场上的灯光秀五彩斑斓，随着音乐的节奏
跳动闪烁，所有人跟着律动舞蹈。

晚上宿在树屋民宿，隐于密林之中，那里有虫鸣鸟
叫，溪水潺潺，聆听大自然治愈的声音。 （本报综合）

金汉文遗失残疾证，证号：42230119671224531443，特声明作废。
徐春凤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书编号：110422302000157，特声明

作废。
龙银娥遗失赤壁市依曼丽内衣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22302600138557，核准日期：2013年4月23日，特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本报讯 通讯员邹国明、何佩竹报
道：为加强对青年干部的教育培养，充分
发挥青年干部主力军和生力军作用，7
月12日，高新区税务局隆重召开青年突
击队成立大会。青年突击队由区局40
周岁（含）以下干部组成，设置业务发展、
队伍建设和政务服务三个中队，主要任
务是以提升队员综合素质和承担区局急
难险重工作任务为主，与蓝色训练营、团
委、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实行一体化运作。

青年突击队设立了队旗、队徽、口
号和队歌，全体队员开展集体宣誓、合
唱队歌。青年队员们纷纷表示将大力
践行“弘扬正能量、争当排头兵”的理
念，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
领、发扬奉献精神，在学思践悟中牢记
初心使命，在知行合一中不断修炼自
我，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在税

收现代化新征程上接续奋斗点燃青春。
高新区税务局负责人李克彬宣布

青年突击队成立并授旗。李克彬强调，
青年兴则事业兴，青年强则事业强，青
年突击队员要在学习中成就自我、在奉
献中成就自我、在活动中成就自我、在
运动中成就自我、在激励中成就自我，
不负青春、坚定目标，努力拼搏、锐意进
取，为自我成长成才奉献无悔的青春，
为税收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后，青年突击队立即组织开展了
一场活力四射、欢乐趣味的户外拓展活
动。活动中队员们相互鼓励、齐心协
力，完成了“珠行万里”“鼓舞人心”“撕
名牌”等团队竞技训练项目，充分展现
了区局青年干部团结、拼搏、奉献的精
神风貌，展示了区局青年干部队伍蓬勃
向上的活力与朝气。

“强税有我”
高新区税务局青年突击队成立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本报讯 通讯员李小勇报道：近
日，针对当前暴雨大风和局部强降雨
多发，嘉鱼县烟草专卖局多措并举加
强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一是党建引领，确保履职尽责。
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确保干
部员工防汛抗旱工作责任制落实到位，
成立防汛抗旱党员志愿服务队，召开专
题会议，明确随时待命、服从命令、严守
纪律、行动迅速等四项工作要求。

二是加强宣贯，提高思想认识。密

切关注气候变化，及时推送气象灾害预
警提醒，转发暴雨大风引发事故的经验
教训，明确防范恶劣天气工作要求，提高
一线稽查人员、客服人员、送货人员风险
防范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三是强化排查，切实消除隐患。
每周组织开展一次在用建筑物、闲置
资产及出租物业安全检查，重点对建
筑结构、建筑物外墙、楼顶天台、排水
系统、室外广告牌、空调外机进行全面
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四是加强值守，做好应急准备。
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员工、保安“双
岗”值班及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
传递畅通，加强值班电话抽查和实地
检查频次，发现问题，迅速整改。提前
做好救生衣、防水胶靴、反光背心等防
汛物资储备，确保急时之需。

嘉鱼烟草专卖局全力备战防汛抗旱

本报讯 通讯员徐梦双报道：近
日，咸安区烟草专卖局(营销部)积极引
导客户经理和稽查员树立“慈母”“严
父”两种思维，把卷烟零售户视作自己
的“子女”般呵护教育，着力提升四个
水平，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一是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客户经
理要像“慈母”般服务好零售户，紧扣

“我与客户共成长”和“我为群众办实
事”主题，学习“育儿经”，做好“辅导
课”，创新措施举措、丰富活动内容，推

动服务上水平。
二是提升市场监管水平。稽查员

要像“严父”般加强市场监管，以“守护
行动”和11号专项整治行动为契机增
强市场监管高压态势，认清真烟外流
严峻形势，掌控市场主动权，打好规范
经营的市场基础。

三是提升专销结合水平。客户经
理是“慈母”，稽查员是“严父”，“慈母”
要多方服务好零售户，“严父”要积极
配合“慈母”对违法违规零售户给予相

应惩罚，在服务管理零售户时，专卖营
销要统一战线，主动对接、实时互动，
互相维护、互相补台，让零售户感到烟
草既有威慑，又有温情。

四是提升队伍建设水平。要优化
人员配置，合理安排分工，最大限度发
挥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遇事多想解决
办法而不是敷衍应付，有事多承担责任
而不是推诿扯皮，在走访检查市场时要
洁身自好，树立烟草良好企业形象。

咸安烟草专卖局提升服务水平本报讯 通讯员刘
雅报道：7月23日，赤壁
市烟草专卖局组织乡村
振兴驻村工作队、党员干
部观看脱贫攻坚教育片
《白云生处》。

影片以我省“聚力脱
贫攻坚、人大代表在行
动”为题材，以省、市、乡
三名人大代表深入大山
深处，千方百计帮助小溪
村困难群众脱贫为主线，
深情讲述了各级党员干
部帮助深山贫困群众开
凿“天路”、就业创业、摆
脱贫困的感人故事，反映
了脱贫攻坚的伟大成果，
是新中国首部反映人大
代表参与脱贫攻坚的故
事片。

观影结束后，驻村工
作队员纷纷表示，将以片
中人物为榜样，主动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勇于担
当、甘于奉献，继续凝心
聚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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