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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

出行贴士

咸宁，位于鄂南，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老区，自然风景优美，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近年来，一批批游客从全国各地赶来，有组团

的、有携亲结伴的、有过路驻足的……一阵阵激昂

嘹亮的歌声在咸宁红色景区内回响。他们在这里

重温党史，带着孩子一起忆苦思甜，聆听老一辈革

命家的感人事迹，凝聚奋斗的力量。

吃在咸宁

煎 饼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每次吃着热气腾腾的咸宁煎饼，就有一
股暖流从心底淌过，一种家的温暖油然而生，
饼香弥漫在口中，香在心上，家乡煎饼不仅是
一种小吃，更是一种情怀。

未食则乡情浓浓，食则香气喷喷。
刚出锅的煎饼热气腾腾，圆圆的好像十

五的月亮，上面的配料就像天女散下来的花
一样，不同的颜色搭配在一起很是好看，雾一
样的热气飘在饼上，构成了一幅仙境花月图，

让人垂涎三尺。
咬上一口，软中带劲，口感十足，让人吃

了还想吃。煎饼的吃法很多，可以切成条凉
拌着吃，卷着肉丝吃，包着生菜吃，还可以和
土豆条、豆腐条、豆芽等炒在一起吃，不管怎
样吃都好吃。

小时候，母亲总是天没亮，就起来给我和
弟弟做煎饼。物资匮乏的年代，母亲总能使
用各种素菜，变着花样做出美味的煎饼。手
拿着一份煎饼，一边吃一边往学校走，路上总
能收获到一些羡慕的目光。

成家后，我也开始给家人做煎饼吃，才知
道，煎饼吃起来好吃，但做起来确是很复杂。
先把适量的小麦面粉放在盆里，再放少量的

土豆粉，用冷水把两种面粉调成糊状，这时你
会发现面糊里有许多小疙瘩，你得反复搅拌，
用勺子背面和盆边摩擦，小疙瘩就会越来越
少，直到消失，制作者得有非常人的耐心，反
复搅拌，小疙瘩才会完全溶解。

下一步是放调料，主要是盐、花椒面、葱
花，再根据个人口味，可以加入青菜叶沫、胡
萝卜丁、韭菜、火腿肠丁，这些食材用刀剁的
越碎越好，最后打入几个鸡蛋，用勺子把面
糊、调料、配料、鸡蛋汁搅拌均匀。

煎煎饼时，电饼铛和铁锅都可以。先在
锅底上抹上一层薄薄的色拉油，再舀一勺面
糊倒进锅里，让面糊流动成一个薄薄的圆饼，
让面饼受热三十秒左右，再把面饼翻过来，目

的是让它两面受热，再过二三十秒就好了。
做饼时得注意，火候要适中，火候太大会烧
糊，火候太小面饼不容易熟，还会粘锅。

食物就像一道桥，把家乡和游子，紧紧地
连接在一起。随着城市发展，咸宁的街头巷
尾也容纳着来自各地的家乡风味。在熟悉而
又陌生的城市一隅，不用自己动手，大家也能
随时随地感受到那份来自家乡的温暖。

通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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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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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追寻着红色足迹，瞻
仰纪念碑，参观了解湘鄂赣革命斗争史。

通山县烈士陵园是通山县人民政府为
纪念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
新时期为祖国领土完整和经济建设而光荣
献身的烈士而兴建。

进入美丽乡村石门村，一个从四面看都
是“门”的大字立在村头。一座像猫头的山
脚下，小河环抱中的便是长夏畈古街，这里
有成片的明清古民居，白墙黛瓦、雕梁画栋，
虽经岁月的沉淀，仍透着当年的繁华。石门
村先后斩获了“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等多项荣誉。走进楚王山革命烈士纪念园，
特别在建园以后，前来开展活动、缅怀先烈、
游览观光者络绎不绝。

冷水坪革命根据地也是长江以南湖北
坚持到最后的革命根据地，在历史上有比较
高的地位。

今年，崇阳县开展“重走红色之路、重温
入党誓词”活动，崇阳县文化和旅游局精心
设计3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打造“行走的党
课”，以方便游客出行，共同缅怀革命先烈、
感受美丽崇阳。

陈寿昌烈士陵园和寿昌县苏维埃政府
旧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陈寿昌

烈士陵园还被列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柃蜜小镇白崖山景区生态资源丰富，主

要景点有花山栈道、花山八景台、滑翔伞、9D
玻璃天桥、水上乐园等项目。

王佛炳故居为清代早期建筑，2020年，
崇阳县政府投入200万元对故居旧址进行
了整体修缮。2021年3月启动了王佛炳故
居布展工作，拟建成崇阳县最大的红色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通城不仅有风景秀丽的山水，还是红色
的热土，秋收起义在此策源，革命薪火在这
里点燃，游客们都说，“绿色”和“红色”是通
城的颜色。

黄袍山是一座英雄红色的山，受到全国
各地旅游爱好者的青睐。通城秋收暴动纪
念馆是黄袍山苏区红色旅游的核心景点工
程，每年接待省内外参观游客30万人以上。
湘鄂赣省委党校遗址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党校系统研究党校发展历史和教学实践的
重要基地。

国共合作通城谈判花墩茶园屋谈判旧
址为近300年老式民居，附近山包上有国共
合作通城谈判纪念碑，多年来作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供游客参观。湘鄂边中心县委、中
心县苏维埃政府旧址位于通城县岳姑林场
桂竹源，原址尚存，基本保存完好。

1998年8月1日，嘉鱼县簰洲湾中堡村
民垸发生溃口，广州军区空军某团17名官兵
和湖北省军区某旅2名战士，在与洪水搏斗
中不幸牺牲。1999年2月，当地群众主动集

资，在离簰洲湾溃口处约1公里的地方建起
了烈士陵园。簰洲湾九八抗洪烈士陵园
2014年列入湖北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纪
念逝去的抗洪英烈，缅怀抗洪精神。

嘉鱼县官桥镇官桥八组，青山绿水、相
映成趣，南湖、北湖如碧绿的玉盘，镶嵌在
官桥八组美丽的土地上；古木参天、鸟语花
香，天然氧吧森林公园四季常青；节能环
保、设施完善，一座座村民别墅掩映在绿树
红花之中。自然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和谐、
生活文明富裕的官桥八组，引得游人竞相
来此观赏游玩。

嘉鱼革命烈士陵园为省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山南麓宋时建有文庙。西北麓民国
时期建有“嘉鱼公园”，后改建为“烈士陵
园”，纪念嘉鱼县各个革命历史时期英勇献
身的革命烈士。公园与烈士陵园连接，成为
县城游览胜地，又是缅怀先烈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的园地。

赤壁红色旅游一直很火热，2021年3月
29日，首趟红色旅游专列就开到了赤壁，300
名京津冀游客掀起赤壁市红色之旅，按照京
津冀旅游专列行程计划，来到湖北赤壁三国
赤壁古战场、羊楼洞等地游览参观，由此拉
开了京津冀游客的三国红色之旅。

鄂南秋收暴动指挥部旧址设在中伙铺
莲花塘石谷家，为半边四合院建筑，座东南
朝西北，砖木结构，分上下两层，第二层用的
木楼板，中间有天井，由前堂、过道和后室组
成，东南墙为弧形，北侧有其他住户。1959
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定为
赤壁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51年3月，羊楼洞荣军医院建立，为

中南军区第七预备医院，1951年11月改为
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共接收来自朝鲜战场
上的伤病员3100人。

万里欧亚茶道的源头之一羊楼洞为湘
鄂交界之要冲，明清之际系蒲圻6大古镇之
一，为“松峰茶”原产地，素有“砖茶之乡”的
美称。镇区现存一条以明清建筑为主的古
街，街面全部以青石铺设，历代运茶的“鸡公
车”将石板碾成寸余深槽，街道随松峰港曲
折逶迤，别具一格。

汀泗桥战役是北伐战争中十分关键的
一战，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
四军叶挺独立团与军阀吴佩孚在此展开一
场激战，北伐军大败吴佩孚的北洋军，使其
从此一蹶不振，为北伐军进军武昌开辟了
道路。建有大门楼、烈士纪念亭、碑、墓及
陈列室。塔垴山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现
存有老铁桥和古石桥、碉堡、炮台、战壕、猫
耳洞，这里曾是北伐战役时期双方交战争
夺的重要战场。

何功伟烈士纪念园位于咸安桂花镇中
田畈畈中央的一座小山包上，距离何功伟故
居150米左右。小山包原为当地的一座小花
园，紧挨当时的中田小学，是何功伟幼时读
书玩耍的地方。2002年，何功伟故居被湖北
省人民政府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钱氏英烈纪念馆位于咸安区温泉办事
处肖桥村钱瑛路，是咸宁唯一一家民间创办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纪念馆。建馆以
来，已接待全国各地参观人员近5万人，已成
为新党员宣誓、老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活动场地。

（本报综合）

嘉鱼篇

崇阳篇

通城篇

赤壁篇

咸安篇

探险游如何急救
热爱旅行探险，更要珍爱生命，旅行

探险游安全第一。野外探险旅行，可能会
遇到各种意外事故，以下介绍几种应急措
施：

1、出行前对所去地方的地形、地貌、
天气深入了解；头盔、绳索、手杖、指南针
及GPS定位设备齐全。

2、在野外如骨折或脱臼：用夹板固定
后再用冰冷敷。从大树或岩石上摔下来
伤到脊椎时，应将患者放在平坦处，固定
受伤部位，然后送往医院。

4、食物中毒：吃了腐败变质的食物，
除会腹痛、腹泻外，还伴有发烧和衰弱等
症状，应多喝些饮料或盐水，也可采取催
吐的方法将食物吐出来。

（本报综合）

红色咸宁别样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畅游鸣水泉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虽已立秋，然而暑气的热浪并没有完
全消散，趁着周末假期，我和友人一起来
到鸣水泉游览。

从城区自驾出发，只见一路绿树成
荫，到了目的地，汩汩山涧的天然溪流泉
水蜿蜒流淌，清澈见底，环绕整个大自然，
令人心旷神怡。

鸣水泉生态旅游风景区位处“中国桂
花之乡”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鸣水泉村境
内，距咸宁温泉城区20公里。这里东连隐
水洞、九宫山，南与星星竹海旅游区交界，
西与太乙洞旅游区相邻，北依131军事工
程。

走进风景区，沁人心脾的空气，让人
瞬间有一种释放的感觉，听着溪流声、松
涛声、鸟鸣，一种舒适度和安逸的感觉，这
里远离城市的喧嚣，犹如世外桃源，是休
闲度假的绝佳之地。

景区地下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岩溶洞
穴，具有350万年历史，有9个支洞、3个出
口、68个景点，有3座小山、100亩水面的
地下湖和地下水库闸门。

岸边一片绿荫，满目滴翠，一段小坡
路一直连到水里，眼前看到一块光滑的青
石板，如在旧时，肯定是乡亲们用来浣纱
洗衣的好工具。我不由得想象着这样一
幅人与自然亲密交融的景象：水边静静
放着一只大木盆，平时乘着大木盆采摘
水草和菱角，或者在哪个天高气爽的晴
日，大家一起约着划着大木盆寻一幽静处
钓鱼……

风景区内山青、水碧、竹幽、石怪、峰
妙、洞奇，气候温润，景色宜人。景区集六
个第一于一体：世界第一的“天然卧佛”，
亚洲第一的“地下水闸”，中国第一的“桂
花之乡”，鄂南第一的“万人溶洞”，华中第
一个洞降基地，华中第一个户外攀岩拓展
基地。

鸣泉洞已开发出来的大小厅约5万平
方米，最大的厅可容纳万人同时参观。朝
着洞顶望处就像一口七彩锅盖在上面，蓝
天白云栩栩如生，洞中有洞，洞中有湖，洞
中有山，山上有景，钟乳倒悬，石柱林立，
造型奇特，令人叹为观止。

鸣泉洞一年四季地下泉流不息，洞内
吼声如雷，故得名“鸣水泉”。瀑布流出的
泉水冬暖夏凉，从不结冰。

耳听泉水叮咚，眼望泉涌碧波。全身
心得到放松的同时，不仅让人感叹，时间
如梭，蜚短流长。

本报讯 通讯员徐梦双报道：近日，咸
安区烟草专卖局（营销部）进一步严明疫情
防控纪律要求，以监督实效凝聚战“疫”合
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强化宣传提醒，提升责任意识。通过
企业微信及时传达上级关于疫情防控工作
的纪律要求，发布疫情防控典型案例，以案
明纪，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疫情防控纪律
意识。

下沉一线监督，力戒形式主义。区局
领导班子带领党建办同志逐一到基层所

（部）队及防控值守点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台账资料登
记等环节进行细致检查，严明疫情防控工
作纪律，杜绝形式主义。

严格执纪问责，筑牢红色防线。发放
《党员干部疫情防控履责负面清单》，压紧
压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引导党员干部从
严从细高标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竖
起“疫”线红色标杆。同时对不履行工作
职责、无故缺岗等问题，进行严肃追纪问
责。

咸安烟草：守好疫情防控“责任田”

本报讯 通讯员万名青报道：8月10
日，通城县烟草专卖局（营销部）召开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手机视频会议，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

会议传达了省、市调情防控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学习了省局（公司）党组关
于严明纪律要求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和疫情防控督查情况通
报。

会议强调，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

强疫情防控的思想和行动自觉。二是强化
政治担当，积极下沉社区参与疫情防控。
三是压实政治责任，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内
部防线。四是克服疫情影响，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营管理。五是严守纪律红线，
在疫情防控一线砥砺过硬作风。务必严格
遵守政治纪律、工作纪律、下沉纪律、个人
纪律，始终保持大战大考状态，以更严的纪
律、更硬的作风坚守岗位，让党旗在疫情防
控一线高高飘扬。

通城烟草：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宋婧报道：近日，赤壁市
烟草专卖局“三个加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切实履行防疫主体责任。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勇当疫情防控“主心
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落实省、市
局及赤壁市委、市政府疫情防控要求，认清当
前疫情形势，保持高度警醒。每日通过企业微
信群、公告栏、智慧屏等方式发布最新疫情风
险提示，引导全体员工服从疫情防控大局，紧

绷疫情防控这根“弦”，提醒员工佩戴口罩、减
少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二是加强排摸管理，凝聚疫情防控“向心
力”。进一步落实员工出行报备制，坚持“日报
告”、“零报告”制度，每日排查异常信息，并向上
级报告；积极组织全员参与核酸检测，持续做好
疫苗接种工作，筑牢安全防线；组织党员干部下
沉社区参与疫情防疫，要求下沉人员讲政治、讲
纪律，服从所在社区调派和管理，协助做好人员

摸排、信息传递、秩序维护、应急处理等工作。
三是加强防控管理，打造疫情防控“金刚

罩”。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态势，加强外来人员
管理，对外来人员进出办公场所做到体温、健
康码、大行程数据卡、核酸检测情况“四必查”；
严控会议次数和规模，减少非必要流动；严格
休假管理、食堂管理和用车管理。严格办公场
所、食堂等公共区域的日常性消杀工作，切实
筑牢防疫屏障。

赤壁烟草: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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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
县烟草专卖局在疫情防控上再加力度，坚决守
住嘉鱼烟草“零感染”底线。

一是思想认识再加力度。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引导全体干部职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地方和行业各项决策部署要求上
来，充分认识当前疫情发展形势，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二是防控措施再加力度。全面加强专卖
和营销、配送人员管理，配齐配足口罩、手套、
消毒液等个人防护物品，最大限度采用“无接

触方式”开展工作，暂停客户经理线下拜访，送
货人员提前与客户沟通，约时定点，保持距离，
签收留影，实行“无接触配送”。

三是党员下沉再加力度。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按照地方党委政府统一部署，第一时间响应、
无条件服从，全面下沉3个自建小区和1个包保
小区，配合做好入户排查、卡口值守、人员管控
等工作，切实筑牢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

四是行程管控再加力度。取消干部职工
休假，严格外出管理，无必要不出县。要求干
部职工尽量落实居家、单位两点一线，上下班
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少到人员密集场

所，少与无关人员接触。
五是执纪问责再加力度。按照《党员干部

疫情防控履责负面清单》要求，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各项纪律，坚决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
止。成立疫情防控监督组，将纪律挺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强化明察暗访，对党员下沉、值班备
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严肃追责问责。

嘉鱼烟草：疫情防控再加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