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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企沙龙”——问需问计解决企业难题

围绕“税企共话税收”开展“税企沙龙”专
题活动，县国地税局各选定5户重点企业联合
开展“三抓一优”大走访活动，了解企业所感、
所愿、所盼，问需、问计、问难，倾听税收需求，
解决涉税难题，提供税务辅导，为企业减税降
负支招，增进纳税人对税收工作的理解和支
持，助推企业发展。

在联合大走访中，崇阳县国地税局班子成
员亲自带队，倾听纳税人服务需求，了解“营改
增”转换后纳税人的经营动态和遇到的实际问
题，鼓励纳税人用好用足高新技术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小微企业减免等
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企业上档升级。

“税月有声”——税企朗读抒发税收情怀

向全县干部职工、老干部、家属及社会大
众广泛征集与税收有关的故事、散文、诗歌等
音频作品，并与县文联、作家协会联系，在《溪
流》杂志上开辟专栏刊登原创精品。结合“蓝
色训练营”活动举办“税月有声”朗诵大赛。征
集税收公益广告，围绕纳税服务、征管改革、税
收执法、“互联网+税务”、税务形象、税收共治、
税收诚信等内容创作公益广告作品，择优报送
至市国地税联合税收宣传办公室。

“蓝绿相约”——从我做起促进绿色发展

以“主题党日+ ”实践活动为契机，发出
“税务蓝遇上生态绿”召集令，联合组织国地志
愿者队伍开展“蓝绿志愿行”公益活动，到大集
广场、大集公园、政府后山帮助捡拾垃圾，同时
沿途发放税收资料，宣传税法，展示税务部门
良好形象。以“蓝色训练营”拓展活动为契机，
结合减免税清算、所得税汇算清缴等工作，到
绿色环保企业提供政策辅导，到排污企业开展
节能减排政策宣传。

“服务万家”——多点发力劲吹便民春风

积极开展税收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超
市、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村组“七进”活

动，通过举办税收讲座、税收课堂，以及赠阅税
务报刊杂志、宣传册、播放税收宣传片、展板等
多元形式，大力宣传扶持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
策、“税易贷”、“出口退税贷”等业务，积极宣传
税收职能作用、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度、优
化服务举措及税收改革成效。持续开展“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持续优化服务举措，积极引导
纳税人进行多元化办税，加大自助办税推广力
度，不断方便纳税人办税，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从今年开始，崇阳县国税局推行出口退税
“一次不用跑”，通过“网上办理”，全程无纸化
完成退税工作。一方面减少纳税人资料报送，
精简办税流程；另一方面加快出口退税进度。
原来从企业正常上报到退税完毕最快需要一
周工作时间，而实行无纸化后正常退税时间为
2个工作日，极大缩减了纳税人办税时间，增强
纳税人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前办理出口退税
都要到办税服务厅报送纸质凭证和报表，正常
来回需要2小时以上，如果碰上资料不全等问
题，一天都跑不下来。现在资料通过网上申
报，半小时就能搞定，真是又快又方便。”崇阳
县宇涛特种纤维有限公司会计但新红近日高
兴地说。

同时，该局在今年4月份已连续举办建筑
业营改增培训班、企业所得税网上申报系统培
训班，培训纳税人500余人次。

行动篇：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精心组织 周密筹办

崇阳国税“用心”谱写税收宣传新篇章

为开展好今年的税收宣传月活动，进一步扩大税收宣
传的影响及效果，形成税务部门、纳税人和全社会的良好互
动效应。4月7日，崇阳县国税局联合县地税局，邀请县文
联、县作家协会、崇阳周刊、崇阳电视台、崇阳网站等县内新
闻媒体的有关负责人，召开了税收宣传媒体座谈会，就进一
步加强税收宣传工作、如何创新税法宣传方式、不断丰富税
收宣传内容等问题广泛征求了新闻媒体的意见。会上，大
家就进一步改进税收宣传的方式、方法，扩大宣传声势，整
合宣传资源，提高宣传水平展开了热烈讨论，从媒体的专业
视角提出了宝贵建议。

媒体座谈筹划税收宣传

谋划篇：税媒共话税收宣传
崇阳县国税局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县局将充分利用传统

和新兴的宣传媒介和平台，围绕纳税人和社会各界关心关注
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开展“五个一”专题活动：在崇阳县
电视台打造一期国、地税局联合办税宣传节目，并在电视台
黄金档连续播放一个月；利用短信平台给纳税人、特邀监察
员及社会各界代表编发一条税收宣传短信；开展“一路税收
一路行”活动，采取出租车显示屏播放宣传口号的形式，流动
展示国地税进一步深化合作及税收新政；在县闹市区、商业
聚集区、工业园区、教育集中区等各大人流集中地悬挂一条
税收宣传横幅；在大集广场、桃溪广场大屏幕上播放一则国
地合作宣传短片，营造声势。同时，还将紧紧围绕第26个税
收宣传月活动主题，结合“营改增政策大辅导”“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的开展，推出更多个性化纳税服务措施，帮助企业用
好用足营改增政策，降税减负，尽享改革带来的减税红利。

展望篇：助力企业“还在路上”

今年4月份是第26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崇阳县国税

局按照“上下联动、内外结合、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

则，紧扣“深化税收改革、助力企业发展”主题，积极谋划，

主动作为，既做好市局的税收宣传月规定动作，还结合崇

阳实际，创新自选动作，与“主题党日+”、蓝色训练营实

践活动相结合，充分融合运用传统宣传方式和现代传媒

手段，实现“网站有声、电台有音、报纸有影、电视有形、杂

志有文”，为税收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用心谱

写税收宣传崭新篇章。

纳税人认真学习税收政策建筑企业营改增业务辅导

黄袍山，地处通城县塘湖镇境内的
幕阜山脉中段，是与武当、神农架、大洪
山、九宫山并称的湖北十大名山之一。

也许你未曾到过这，但没关系，只
要你听到这个自带霸王之气的山名，自
然会产生一番探寻的冲动。是的，黄袍
山的确有些来历。民间传说有说是盘
古曾身披黄袍在此开天辟地，有说是八
仙中的吕洞宾在此晾晒了黄袍，也有说
是古时皇帝黄袍加身之处，不管哪种说
法，都与神仙、王者有关，怪不得这座山
终年云雾缭绕、林栖谷隐、险峻幽奇、趋
者甚众，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追崇
与景仰。

悠悠黄袍山，雾绕霞飞、古道苍
茫。从黄袍山脚盘旋而上，但见簇簇杜
鹃竞相怒放，株株劲松婆娑摇曳，著名
的黄袍古道就隐在其中。古道不知始
修于何年，但它连接了通城县的黄袍和
麦市、崇阳的高枧和修水的全丰，数十
里长的青石古道，时而隐没于重重云
雾，时而连接上青青翠竹、高大乔木，两
旁溪涧淙淙、飞瀑轰鸣，怪石、野花、壁
崖一路相伴，远远望去恍若仙境，仿如
天梯。

古时，这里既是官方驿路，也是曾
经热闹一时的茶马古道。如今信步走
在被雨水冲刷打磨得光滑、锃亮的青石
板上，似乎还可以听到从久远年代里传
来的阵阵铃声，“叮叮当当”的响彻整座
山脉。如今，古道虽然倍显苍凉，但并

不影响人们的寻访和叩问，也因之成为
今天研究黄袍山文化的重要生态长廊。

莽莽黄袍山，佛道并存、教化千
载。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
处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黄袍山，居然
坐拥七处佛教寺庙、三处道观，着实令
人惊叹。在碧林的掩映下，在天潭的倒
影中，在望湖的清波旁，兰若寺、白玉
寺、普救寺、胥林寺、金轮古寺、南台寺、
白水寺若隐若现，还有西汉张良始建的
良山道观、八仙道观、吴芮祈天台遗址
等一并掩映其中，形成自然融合的奇
观。

几经朝代更替，众多寺庙虽鼎盛辉
煌不再，有的甚至只余几堵灰败、破旧
的危墙，但只要看到这些至今仍林立而
庞大的寺院群，就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当
年信众的虔诚、香火的旺盛和由此带来
的文化烙印与深刻影响。

缘何佛教和道教这两种不同的文
化，能够共生一处一同担负起教化众生
的重任，并且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
黄袍山人？到底是人在佛道二教中领
悟了顺应自然法则，还是佛祖的出世与
道家的入世让人参拜出如山般通透洒
脱的境界，这应该是每个访客心头的一
个谜团吧。

巍巍黄袍山，英雄辈出、传奇无
数。从历史上看，黄袍山出过“一门三
尚书”中的北宋抗金英雄方琼和数十位
进士，是黄庭坚的退隐休养之地和黄氏

宗祠所在地，也是张良创设“伐桂书院”
的地方，故而留下了一大批名人故居、
书院、纪念馆等，供后人瞻仰凭吊。

据说其海拔约1300米的主峰华罗
寨，更是各路英雄的必争之峰。三国时
期成了西蜀、东汉群雄角逐的大战场，
近代更有罗荣桓领导通城、崇阳两县农
民暴动，在此建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建立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县级政权—
通修县劳农政府（通城、崇阳、修水），还
有为了革命牺牲掉自己全部儿女的英
雄黄菊妈和当地民众合力抗日的英雄
故事，一起把这座沉静的高山化作悲怆
的红色记忆。

今天的华罗寨，已然竹成片、木成
林、花成海、草萋萋，与大盘湖水、阁壁
湖水相守相望，在云遮雾障的山峦中，
在松石挺立的山峰上，在豁达开阔的蓝
天下，默默缅怀一段逝去的豪迈情怀。

“不到长城非好汉，登顶黄袍真英
雄”。行走在苍茫绵远的黄袍古道，感
受的是思古之幽情，领悟的是鬼斧神
工、自然造化之道；漫步于错落起伏的
寺院古刹，体会的是传教之奇妙，领悟
的是心怀慈悲、教化众生之道；攀上高
高的黄袍山峰顶，再看环绕四周的群
山，收获的是激扬后的宁静，领悟的是
物我两忘、天人合一之道。每一个登临
黄袍山的人，忆古思今，数往知来，能够
顿悟心中之道、天地之道、人间正道，便
可以算作不虚此行了。

问 道 黄 袍 山
○廖朝晖

游闲 咸宁

(五)寻找有趣的角度。很多同学到达
一个景点时便立即举机拍摄，其实通常第
一眼看到的拍摄角度并不是最好的，我们
可以先欣赏一下名胜景物，看看它们有什
么特点，想想哪一个角度会拍出有意义、有
故事的照片呢，然后再动手。

(六)留意光线的方向。作为新手可能
对光线比较陌生，最简单的便是看看究竟
要拍摄的主体是“顺光”、“侧光”还是“逆
光”。“顺光”可以拍摄明亮的景物，但会有

点沉闷;“侧光”令景物有阴影，表达出轮
廓;“逆光”可以拍出剪影，或是特意拍出过
曝的照片。

在旅行时未必能于最好的时间和光线
拍摄，这时便要好好运用以上几种光线的
特点来构图了!如果可以，多走动去改变一
下角度也是好的点子。

(七)加上前景。为照片加上一个前景
可以令你的构图更丰富，务必要多加留意；
而小心地选择背景可以令你的主体更突

出，也可以更好的表达当时的环境和感觉。
(八)好好利用慢快门。如果你有带上

三脚架，可以试试把流水、海边、路人等利
用慢快门拍摄成充满动感的照片。

(九)拍摄星空。居住在大城市光害严
重，很难拍出漂亮的星空照片，在一些偏远的
地方或是光害少的地方如澳洲、新西兰等，不
妨多拍星空照片。基本的拍摄设定为光圈
大、曝光不要超过25秒(否则变成星轨)，ISO
可以是800、1600等。为星空照片加上一个

前景很重要，可以令照片更加吸引。
(十)利用后期加强效果。用Photo-

shop或其他后期软件内做一些适当的修
饰，可以令照片更有吸引力，基本的修改为
调较阴影/高光(Shadow/Highlight)、对
比度(Contrast)和饱和度(Saturation)，如
有需要，也可以利用剪裁工具(Crop tool)
作二次构图。还有一个小技巧：对于一些
曝光失败的照片，可以试试把它们变为黑
白照，往往会有惊喜，试试吧! （本报综合）

10个旅行摄影的小技巧（2）

蒿 子 粑
○肖艳华

蒿子粑，很小就听老人们说过，解放前一些
穷苦人为了生存常用野蒿子加米粉做成粑充
饥；学生时期也吃过蒿子粑，那是学校进行忆苦
思甜教育；成年后再吃朋友做的蒿子粑，顿感其
味道之鲜美，让我回味无穷。

同事见我热情高涨，送我米和蒿子，并教我
制作方法。

做粑的工序繁多、细琐。首先把配好的粘
米、糯米打成粉；洗净蒿子，焯水去其苦涩味，然
后刀切或机搅；再将米粉与蒿子搅和均匀；最后
将其捏成团，上蒸锅蒸十分钟，出锅的粑清香扑
鼻，味道甘甜滑润。另外，还可根据个人喜爱，
在和好的米粉中添加各种佐料，如：腊肉、咸鸭
肉、火腿、鸡蛋等，再放到锅里煎或炸，起锅的粑
黄中泛绿，外皮香酥无比。

蒿子粑的配料和工艺都很有讲究。糯米少
了，粑就缺黏性，没滑润感；蒿子多了，吃起来又
没嚼劲；蒿子少了，出锅的粑会乏香味和色泽，而
且粑还乏柔糯感；水多了，要么粑捏不成团，要么
出锅的粑不成形；水少了，出锅的粑又太硬，无滑
润感；做粑时，手上要抺上少许食油，出锅的粑不
仅不粘连，还色泽鲜亮，让人食指大动。

蒿子粑不仅是绿色无公害安全食品，而且
还是保健养生的佳肴，具有祛风除湿、利尿消
肿、凉血止血、补中解毒、益肺之功效。每天早
上，蒸或煎上几个清香可口的蒿子粑，冲上一杯
奶粉，再用一小碟腐乳、豆酱或麦酱下口，绝对
是享受！

据说，吃蒿子粑不仅由来已久，而且还是纪
念英雄的一种方式。

早在东汉时期，人们为了寄托对一代英才
周瑜早逝的哀思，每逢清明时节，便采摘鲜嫰的
蒿子尖和以米粉做蒿子粑吃，如同每年端午吃
粽子、赛龙舟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一样。

吃蒿子粑，也是安徽江淮，江南一带汉族民
间传统风俗。传说，“三月三”是一切亡灵的节
日。这一天家家户户吃蒿子粑，为的是纪念死
者，同时祝愿人人健长寿，不为邪恶所侵。

千百年来，经过一代代民间人的传承，蒿子
粑已从过去赖以充饥的自然食物到如今餐桌上
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并且还走上了央视《舌尖
上的中国》，其间不仅承载着对英雄的缅怀，更
蕴涵了中国人的烹饪智慧。

闲暇之余，约几个朋友到荒山野岭采摘蒿
子，不仅强健了身体，还感受了返璞归真的乐
趣。赠几个蒿子粑亲朋好友尝尝，不仅是友谊
的交结，更是对传统美食的传播。为此，我乐此
不疲。

出行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