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产业发展，带动村民越来越富裕

“隐水洞风景区重新营业了没？可以
订餐不？”“景区刚刚重新对外开业，可以
订餐的。您想吃什么，可以把菜先订好。”

25日，在通山县大畈镇西泉村“乡村
酒店”农家乐，老板程诗虎正在接听电
话。景区刚刚重新对外营业，农家乐的生
意正在慢慢回暖。

别看农家乐大厅里客不多，但每逢节
假日，程诗虎就会十分忙碌。2008年，隐
水洞景区开业后，在外打工的程诗虎回乡
创业，创办了西泉村首家农家乐。因隐水
洞景区的人气兴旺，程诗虎的农家乐生意
也跟着火爆起来。

程诗虎的致富经历是该村旅游经济
持续发展的生动缩影。

“村里有 600多名村民都是吃旅游
饭、赚旅游钱。”西泉村村干部程书民介
绍。

西泉村位于通山县城东12公里，村
区位优势优越，南畔富水湖，水陆交通便
捷。国家4A级景区隐水洞公园主体在村
中心落户后，全村13个村民小组10个自
然湾822户3006人，抢抓乡村振兴机遇，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村里引导村民在隐水
洞出口的沙窝、新屋下、茅洲铺、吴洞四个
村湾发展农家旅馆、土菜馆。

近年来，该村致力推进湖北省旅游名
村建设工作，先后建设了43家旅游经营
体。

“乡村旅游+”，正让这座传统村落，变
美变富！西泉村村民去年经济收入达
6626 万元，经济收入近三年平均增速
36%。仅去年一年就接待全国各地游客

45万人次，旅游收入1270万元。
“孩子回来了，就在家门口创业。如

今住在湾子里，真是太幸福了。”吴洞自然
湾，96岁的吴义旺时常与乡亲在家门口凉
亭内闲谈。

老人说，西泉村发展旅游业的同时，
不断完善路灯、文化广场、休闲庭、绿化带
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的同时，居住得更舒适。如今不仅道路修
到了家门口，广场、路灯等基础设施也一
应俱全，村民们的生活十分“富有”。

全新运营模式，激活产业越来越兴旺

四周青翠的群山，尽显西泉村世外桃
源般的恬静和安逸；依山而垦的农田，尽
显田园风光，景色壮丽。

记者来到六组的水果采摘基地里，村
民吴祖基正打着雨伞，穿着深雨靴，在基
地里巡视。基地里猕猴桃、八月瓜、梨子
挂满枝头，随手摘下一颗火龙果，果实香
甜可口。

“这几年，来基地里采摘的游客特别
多，完全得益于村里全面开发旅游业。”
2015年，吴祖基承包村里40多亩基地，种
植桑葚、猕猴桃、八月瓜、梨子等果树。“今
年果园游客是往年的5倍，供不应求，收入
达6万余元。”

随着农家乐、水果基地、特产店等经
营体越来越多，产业兴旺的同时为了方便
管理，西泉村摸索出了一套管理模式。

程书民说，村里充分依托山水、人文、
历史资源，引进乡村旅游开发公司，努力
打造观光休闲、赏花垂钓、观古民居、民俗
体验游的旅游产业格局，美丽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模式全面推广。围绕旅游产业发
展，村委组织编制了乡村旅游规划、美丽
乡村建设规划、乡村振兴规划等，立足村
域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以“中国第一实
景民俗村”为主题元素，采用“政府主导+
企业投资+村委会+村民自营”，推进旅游
名村建设工程。

为提升乡村旅游接待点文化品位，西
泉村对从事乡村旅游的经营户从规划设
计、经营类型、风格定位、服务标准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指导，打造了“隐水洞购物一
条街”和“乡村旅游一条街”。

西泉村对所有从事休闲园、“农家乐”
等乡村旅游经营户进行统一登记、建档立
卡，纳入旅游资源数据库，并分别设计制
作了“农家乐”“乡村农庄”“乡村旅游餐饮
接待点”“乡村旅游住宿接待点”等标牌，
实行挂牌经营，进行星级评定，并将星级
休闲园、“农家乐”列入政府部门接待单
位，享受政府相关补贴，有效促进乡村旅
游的快速发展。

打造网红村落，美丽村庄越来越红火

冒雨走进西泉村，远处山林茂密，果
树葱葱，山林内仙气缭绕，近处通村小河
清澈见底，一条条弯曲的通村公路干净整
洁，栋栋新居坐落有致，仿古设计的农家
乐、特产店整齐排列，平畈、山谷与溪沟交
错，田野四处鸟语花香，村民们安居乐业，
一派蒸蒸日上，文明祥和的新气象。

始建于清朝嘉庆辛未年的西泉世第
屹立其中。西泉世第建筑色彩以灰白为
主，呈现出一种原始古朴的特色。宗祠的
装修以素雅简朴为基调，突出传统的楹联

文化，宗祠内的柱子、墙壁上共有20多幅
木刻的对联，使整个宗祠荡漾着浓厚的儒
学气息。建筑面阔三间，通深三间，精致
典雅。

“从没见保存得如此好的古民居。浓
厚的文化底蕴扑面而来。”戴着口罩自驾
来此的游客林汐一边拍照一边感叹道，西
泉村的古树、古井、古富水河道等历史环
境要素，体现着当地悠久的历史积淀，历
史环境要素为村庄增添了原始、淳朴的氛
围感。

在“故乡里”民俗传统文化园内，“手
工作坊体验区”“地方特产品尝区”“铁皮
石斛观赏区”“樟林隐趣休闲区”等四大主
题成为游客怀古颂今的驿站。

近年来，西泉村投资4000万元，升级
乡村公路，对河道进行全面整治，增添一
批环境卫生设施设备、文化广场健身文体
器材等，对全村房屋进行立面改造。

村庄内，房屋绿树成荫，绿化布局典
雅大方，村内的古屋、清流、田园、橘坡，构
成了一幅幅优美的画卷。

一场场枇杷旅游节、乡村旅游游、抖
音大赛、咸宁市作家协会摄影家采风等节
庆活动在西泉村点燃。西泉村也通过举
办这些活动成了人气担当的网红村，为乡
村旅游发展聚集了人气、财气。

节会中，西泉村不断推进旅游产品开
发，实施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策划推出
一批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民宿、旅游
纪念品、特色美食、旅游体验产品；积极打
造电商服务平台，实现农特产品线上推广
销售，拓宽旅游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推动旅游产品生产销售成为农
民创收致富新门路；创新文明旅游模式，
设立“爱心超市”，对旅游产业接待服务、
产品开发进行评分评比，选树了一批旅游
行业的先进典型，激励促进西泉旅游业的
高质量发展。

150余个旅游标识牌、安全提示牌、
交通导向牌落地，安全救援系统、散客和
自驾车服务体系等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游客集散中心、3个大型综合服务停
车场、1126个停车位，4座设施完备的旅
游公厕拔地而起，全面提升西泉村的旅
游公共服务体系。

一座特色旅游乡村初具雏形，一个
富裕美丽宜居的乡村正在悄然发生巨
变。

网红西泉村蝶变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查生辉 朱亚平 通讯员 梅伟东

这是一座拥有众多荣誉的村落。中
国传统村落、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示范村、省级文明村、湖北省新农村建设
示范村、湖北省卫生村、市级生态村、通山
县乡村振兴试点村等。

这是一座拥有丰富传统文化旅游资
源的村落。农耕文化、红色文化、孝德文
化，湖北大鼓、快板、二胡、彩花灯、木雕等
精彩纷呈，境内有隐水洞地质公园、清代
大学士吴怀清故居、隐泉古寺、杜鹃水果
观光采摘园等，旅游资源丰富。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振兴的东风吹
过，旅游成了网红村西泉村最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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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咸宁

酸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夏天容易食欲不振，酸笋这道开胃小菜
是很好的选择。近日，和友人们相聚城区茶
园路有口福餐厅，一道家常小菜清炒酸笋，令
人胃口大开，赞不绝口。

咸宁地区有悠久的竹子种植历史，例如
崇阳素有“鄂南竹乡”之称，崇阳特产雷竹笋
的笋体肥大、洁白如玉、肉质鲜嫩、美味爽
口。烹调时无论是凉拌、煎炒还是熬汤，均鲜
嫩清香，是人们喜欢的佳肴之一，又被称为

“山八珍”。而我最喜欢的食用方式，是像腌
制泡菜一样，将新鲜竹笋酿成“酸笋”食用，别
有一番风味。

泡酸笋的制作方式很简单。趁着周末，
我托好友从崇阳寄来新鲜的雷竹笋。在顶部
切一圈，再竖着划一刀，很快就能完全剥开，
露出里面的芯。将竹笋剥皮清洗干净，晾晒
一下，去掉多余的水分。

煮一煲水，煮滚后关火，自然晾凉。水最
好能用天然山泉水，不用纯净水。如果没有
山泉水，自来水也是可以使用的，但一定要煮
开晾凉。将竹笋直接切成想要的大小，放在
坛坛罐罐里，再倒入凉开水，密封好，耐心等
待几天，就可以吃到天然酸笋了。

竹笋是百搭菜，通常与肉片炒，相得益
彰，肉也具有山林的清味。而酸笋既可以单
独做开胃小菜，也可以和其他食材搭配着
炒。烹制酸笋并不麻烦，只需将酸笋切成细
丝，锅烧红，把酸笋下锅煸干，就可任意烹
制。而煸干后的酸笋，酸味不减，又能更好地
与配菜互相提味。烹制出的家常菜肴，酸辣
开胃，欲罢不能。

锅微热后放入姜丝爆香，再倒入虾翻炒
片刻，等虾身变色后即刻倒入酸笋，翻炒数下
后加少量热水，盖盖煮开后滴入少许酱油，小
火焖出笋香后放入适量盐即可出锅（以水干
为宜）。这道菜红白相间，酸笋的味道很好的
衬托出了虾肉的鲜甜，还有丝丝辣味刺激味
蕾，别提多惬意！

酸笋的酸味可依个人口味调配，如果喜
欢淡一点的，酸笋可以先用水泡上一阵，减少
它的酸味。酸笋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酸笋
含丰富的纤维素，能促进肠蠕动，从而缩短胆
固醇、脂肪等物质在体内的停留时间。酸笋
含脂肪、淀粉很少，属天然低脂、低热量食品，
是肥胖者减肥的佳品。不过，酸笋是发物，身
体上火、或者有皮肤病的人需忌口，最好不要
吃酸笋。

柃蜜小镇·白崖山景区

恢复营业
本报讯 通讯员杨在辉报道：20日，笔

者从柃蜜小镇·白崖山景区获悉，该风景区于
21日起恢复营业。

该风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受疫情影响，
柃蜜小镇·白崖山景区自临时闭园以来已完
成多次消杀，全员多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目
前，景区各项防疫措施、服务接待、运营管理、
安全保障等工作均已恢复。

游客来景区游玩，进入景区后需出示绿
色健康码、配合景区测温。健康码异常、体温
异常的游客谢绝入园，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
区旅居史的游客谢绝入园。游客进入景区须
全程正确佩戴好口罩，游览排队时自觉保持

“一米线”，在景区内不扎堆、不聚集。
该负责人表示，景区在做好游览线路、室

内场所和设备的每日消杀工作以外，还积极
落实了全员每日体温上报检测等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在景区内游玩的游客和在职员工的
生命健康安全。同时，景区呼吁游客朋友们
增强防范意识、掌握防护知识，积极配合景区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共同营造卫生、安全、有
序的游览环境。

善源谷风景区位于通城县五里镇左港
村相师山下，风景区四周群山环绕，四季水
量充沛。夏日里，记者驾车一路向南，从温
泉城区出发前往善源谷会友。

进入左港村，眼前满目鲜翠，空气格外
清新，进村道路俨然一道靓丽风景线。

刷黑的柏油路格外宽敞，道路两边种满
绿色植被，手臂般粗壮的桂花树屹立两旁，
中间种满了红叶石楠、紫薇、茶花等，红绿相
间，煞是好看。它们随微风摇手相呼，仿佛
在欢迎客人们的到来。

夏季是善源谷旅游旺季。导游带着我

们沿着左港溪自下而上，观赏着上善田园、
虎形通幽、莲池献瑞、相师诵读等历史景观，
蝴蝶泉、水口堰等十处人文景点。

善源谷因相师山下古有张良、黄石公隐
居于此的传说，今有世代重教从善而得名。
景区以相师山、左港湖为基础，保留了“山地
水乡”为特色的原生态景观带。步行进入左
港村善源谷景区，自然风景宜人。

相思湖静若处子，纯如碧玉，湖底卵石
毕现，吸引了好友的驻足。湖由无数鹅卵石
镶嵌，宛若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山谷中。
沿湖边一边漫步一边欣赏，湖水静得让你感

受不到它在流动，绿得就像一块无暇的碧
玉，清得可以看见湖底的沙石。湖边绿树成
荫，微风吹过，绿树与湖面里的倒影一同起
舞，景色醉人心田，美不胜收。

绿水青山中，一幅幅以“善”文化为题材
的墙画十分惹眼，忠孝礼义传统文化的宣传
栏随处可见。导游领着我们步行向前，小
桥，亭台，广场，池塘，都以“善”命名，或蕴含

“善”意。
在善源谷广场，穿上潇洒飘逸、气质雍

容的汉服演员们，云鬓轻挽、裙裾飘飞，伴随
着悠悠古乐，迈着轻盈的步伐款款而来，刹

那间让人有种时空倒流、梦回汉唐的感觉。
风景区精心打造了一台以孝善文化为

主题的舞台情景剧，将当地的善人、善举、善
风、善政，演绎得酣畅淋漓。

景观道，读出山水新境界；相思湖，诉说
昨今两重天……过往游客不由赞叹，善源谷
已成乡村游乐新宠。

游善源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行者无疆

湖北禹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环评单位开展湖北禹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项
目环评工作，现已形成《湖北禹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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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禹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总
地址：咸宁市横沟桥镇“光谷南”产业基地
联系电话：18186560999
邮箱：56292574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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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pan.baidu.com/s/1YV88jjQLjM2EFX4t4Hi81h提取码：yjt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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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4moeXmDh7MyGZw3x0FCGA
提取码：od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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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2021年8月28日。

湖北禹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7日

湖北禹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汪素涵，女，硕士、副教授，放射科主任

咸宁市放射学会常务委员，市医联体理事会
专家。影像工作 26 年，对骨肌及腹部疾病诊断有
丰富经验。主持省级课题 1 项、校级课题 5 项，以
第一作者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11篇。

杨时骐，男，博士，副主任医师

湖北省放射学分会青年委员，咸宁市放射学会
常委。影像工作 18 年，研究方向脑功能磁共振成
像，近几年参与国家级及省级研究课题多项，获
2018年度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第一作者发
表论文数篇。

我科现有专业技术人员14人，其中高级职称2人，博士1
人，硕士3人。拥有西门子64排128层螺旋CT、1.5T超导磁共
振、西门子数字胃肠及数字X线机，能对头颈部、胸部、腹部及
骨关节等全身各部位进行三维高清成像。科室全体医务人员
24 小时为病友提供全程优质服务，欢迎来电垂询：0715-
8102631。

放
射
科
简
介

医院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马柏大道168号（东门）/茶花路58号（西门）
健康热线：0715—8102616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名医风采
医院简介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医学
院/咸宁市精神卫生中心，三块牌子一套班
子。医院座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占地面
积53.6亩，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医院（医
学院）现有职工500人，其中正高职称29人，
副高职称65人；博士27人，硕士52人；二级
教授4人，三级教授4人；国务院津贴专家1
人，省政府津贴专家5人，楚天学者和彩虹学
者4人。

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
合医院，开放病床650张。开设有内科、外
科、妇产科、儿科、精神科、老年科、心理科、中
医康复科、感染性疾病科、肿瘤科、五官科、皮
肤科、体检中心、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超
声科、机能科等临床医技科室；购置有磁共振
（MRI）、CT、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DR
机、数字胃肠机等一系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
设备。

医院秉承“科教创院、人才强院、特色兴
院”的办院理念和“为病人谋福利、为咸宁添
活力”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身心健
康服务。

嘉鱼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我单位委托大容环境湖北有限公司承担嘉鱼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整体迁建工程项目环评工
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现
向公众征求意见。

1、报告及《公众意见表》查阅方式
网 站 链 接 ：http://www.jiayu.gov.cn/

xxgk/xxgkmls/gysyjs/wsjs_12231/202108/
t20210825_2381368.shtml；

（2）纸质版可至我单位查阅或获取。
2、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并直接涉

及环境权益的团体、公众等对项目有关环保方面
的意见及建议。

3、反馈方式（电话、邮件及信函）：肖新权，
13971817399，邮箱：757095896@qq.com，嘉鱼
县鱼岳镇发展大道155号。

4、公示时间：2021年8月25日-9月8日。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