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乔公园

地址：嘉鱼县鱼岳镇沿湖大道

数字非遗展示馆

地址：嘉鱼县二乔公园双凤楼
内

田野国家乡村公园

地址：嘉鱼县官桥镇官桥八组

金色年华养生谷

地址：嘉鱼县鱼岳镇武侯坡

嘉鱼县

行者无疆

跟着黄河游临汾
○ 陈特安

初秋，我来到山西临汾，有幸在黄河之
畔一睹母亲河风采。

滔滔黄河，“源出昆仑衍大流，玉关九
转一壶收。”《壶口考》有云：“予观壶口形
式，因上流宽广，至此收束归槽，如壶口之
口然”，故名壶口。

走近壶口，只见它犹如空中倒悬着
的一把巨壶，金光闪闪，壶口吐出万丈光
芒。看那擎天水柱，气势雄浑，狂涛直
泻，宛如骏马奔腾。洪波急溅如满天繁
星，晴空洒雨似天女散花。人间胜景，于

斯为盛。
黄河奔流至此，两岸石壁峭立，河口收

缩狭如壶口。瀑布上游黄河水面宽300
米，在不到500米的距离内，被压缩到20
至30米的宽度。1000立方米/秒的河水，
从20多米高的陡崖上倾注而泻，形成”千
里黄河一壶收”的气势。

我们随后探访了孟门山。在距壶口瀑
布下游5000米处，“十里龙槽”下方，有两
块梭形的巨石，巍然屹立在巨流中，形成两
个河心岛，这就是被称为“九河之蹬”的孟

门山。看着孟门迎着汹涌奔腾的水流昂首
挺立，任水滔天，终年不没，心头不禁浮现

“四时雾雨迷壶口，两岸波涛撼孟门”的佳
句。孟门虽不足称“山”，但它的奇特景致
引人入胜。

跟随东道主的脚步，我们来到文化色
彩浓厚、风景秀丽奇特的云丘山。云丘山
古曰昆仑，享有“河汾第一名胜”之誉。在
云丘山，有一种独特的自然景观——冰
洞。截至目前，云丘山发现了十多口冰洞，
像这样多点分布的冰洞群是十分罕见的。

洞外还是初秋的炎热，洞里却有着不肯消
融的冰凌。我们来到悬崖下的一个冰洞，
带着头盔，穿着棉大衣，顺着冰洞的曲径行
进。冰凌造型奇特，晶莹透彻，令人仿佛置
身于秀丽辉煌的冰宫中。

下了山，来到塔尔坡村，这个古村拥有
1000多年历史，是民居建筑的活化石。

三晋大地这块迷人的热土因母亲河
的哺育而生机勃勃，此行临汾让我这个炎
黄子孙真切地感受到山川的秀丽与历史
的厚度。 （本报综合）

咸安区

梓山湖蜜月湾

地址：咸安区梓山湖大道1号

澄水洞旅游区

地址：咸安区高桥镇澄水洞村

咸宁市博物馆

地址：咸安区金桂路169号

时舞剧场

地址：咸安区金桂路167号

美食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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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贴士

老年人旅行注意事项

不少老年人喜欢跟团旅游。那么，在旅行中，老
年人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老年人出游前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天
气状况合理地选择旅行目的地。患有高血压、心脑血
管疾病的老人不应选择高空、高压等旅游景点。

2、合理安排自由出行时间，很多老年人喜欢利用
旅行休息时间自行或者结伴外出，此时需要注意在外
出前应向旅行社报备并互留有效联系方式，以防止危
险事件发生。如旅行社评估当地外出风险较大并禁
止老年人外出时，应当听从。

3、老年人旅行最易引发纠纷。在出行前，应当对
合同签订的行程内容、饮食住宿等情况了然于胸，如
果遇到旅行社违规经营行为，及时到所在地旅游部门
投诉。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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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酸辣鸡爪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天气炎热，各式各样的凉菜也成了大家餐桌上的
不二选择。最近学到了一种鸡爪的新做法——柠檬酸
辣鸡爪。又是柠檬又是酸辣的，听着就超级适合天热时
候吃。正好周末在家无事，便自己试着做了一小盆。

做好的凤爪从冰箱端出时，一股柠檬的清香先涌
入鼻腔，夹一块鸡爪入口，酸酸辣辣的汁水在舌尖打
转，冰冰凉凉的口感不停的刺激着味蕾，浸泡了一晚
的鸡爪入味又爽脆，柠檬又恰到好处的中和了肉类的
油腻，吃起来清新爽口。明明刚刚吃过晚饭，却还是
一个接一个的停不下来，和朋友看综艺的一会功夫，
就将一小盆鸡爪吃了个干干净净。

柠檬酸辣鸡爪的做法并不复杂，原料仅需准备鸡
爪若干、柠檬一个、百香果一个、小米椒适量、大蒜半
头、生姜一小块、香菜一小把即可。

香菜洗净切段，生姜洗净切片，小米椒和大蒜切
末备用，喜欢吃辣的可以多切一些小米椒。柠檬用盐
水洗净表皮，然后切成薄片备用。记得去除其中的柠
檬籽，以避免苦味。

首先，将鸡爪洗净，剪去鸡爪的指甲，对半切开，
入冷水锅焯水，然后将鸡爪捞出洗净。这一步是为了
去除鸡爪内的污血，减少鸡爪的腥味。

然后换一锅清水，放入两勺料酒和姜片，倒入鸡
爪，待水沸腾后再煮五分钟，然后将鸡爪捞出放入冰
水中浸泡。这一步是为了让鸡爪的口感更爽脆，如果
喜欢口感软烂的鸡爪，可以将鸡爪多煮十分钟。

紧接着，就是最重要的一步，调配料汁。取一空
碗，放入香菜段，切碎的小米椒和蒜蓉，以及切成薄片
的半个柠檬。然后依次倒入两勺生抽、两勺醋、一勺
糖、少许盐、香油和一整颗的百香果肉，搅拌均匀。

最后，捞出浸泡在冰水中的鸡爪，倒入大碗中，淋
上调配好的料汁。戴上一次性手套，将鸡爪与料汁充
分抓匀，确保每一个鸡爪都均匀的裹上料汁之后，铺
上剩下的柠檬片，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六小时
以上，一道清香开胃的柠檬酸辣鸡爪就做好啦！

每一年的初秋，咸宁都会迎来一批“新生”。为了让小伙伴们更快地了解、融入咸宁，小编准备了一份“景

点地图”。除了三国赤壁古战场、九宫山等，咸宁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快来打卡吧！

景点地图 新游咸宁

九宫山

地址：通山县九宫山风景区

隐水洞

地址：通山县大畈镇

富水湖

地址：通山县大畈镇

王明璠府第

地址：通山县大路乡吴田村
1组

通山县
柃蜜小镇

地址：崇阳县柃蜜小镇旅游度
假区

浪口温泉度假区

地址：崇阳县浪口村

桂花森林公园

地址：崇阳县桂花泉镇

古堰湾

地址：崇阳县白霓镇油市村古
堰湾

崇阳县

冷塅村月季庄园

地址：通城县冷锻村

方琼纪念馆

地址：通城县塘湖镇黄袍山雷
吼村鸡鸣岭

紫鸡岩户外拓展小镇

地址：通城县沙堆镇

凤凰翅高山湿地

地址：通城县黄龙山

通城县
三国赤壁古战场

地址：赤壁市赤壁镇武侯巷6号

三峡实验坝主题公园

地址：赤壁市环湖路118号

羊楼洞古镇

地址：赤壁市羊楼洞镇

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

地址：赤壁市羊楼洞茶场砂子
岭分场

赤壁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有关规定，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通城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G[2018]025-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经县政府授权，由通城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组织实施挂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注：通城县G[2018]025-4号地块商住比≦10％。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律法规限制的除
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竞
买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挂牌出
让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通城县G[2018]025-4号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9
月9日至2019年10月9日，到通城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或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获
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9月9日至2019
年10月9日下午16时，到通城县公共交易中
心或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10月9日下午16时（以到帐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
司将在2019年10月9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湖北德
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通城县G[2018]
025-4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
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七、本次通城县G[2018]025-4号地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通城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五楼开标厅，通城县G[2018]025-4
号地块的挂牌时间为2019年9月27日上午8
时30分至2019年10月11日上午10时整，揭
牌时间为2019年10月11日上午10时整。

八、联系方式：
（一）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地址：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715—4818356
（二）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经理
联系电话：027-82798836 15727151166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59号时代

广场1座26楼
（三）竞买保证金的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通城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账号：82010000000151536
开户行：通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山支行
行号：402536402534

通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9月6日

地块
编号

G（2018)
025-4号

地块
位置

通城县隽水
镇白沙社区

土地面积
（㎡）

52910

土地
用途
商住
用地

使用
年限

住宅 70年
商业 40年

容积
率

建筑
密度

≤35%

绿地
率

≥30%

起始价
（万元）

571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857≤2.0

通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本报讯 通讯员方丹报道：9
月3日，通城县烟草专卖局（营销
部）“五子布局”，推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助力各项工
作高质量发展。

制度汇编“出册子”。收集国
家局、省局、市局、县局近年来出台
的内部管理制度，分类汇编装订成
册，让制度系统化集中、规范化排
队，不再“流浪”。

“笃诚”夜校“学规子”。利用
“笃诚”夜校平台，系统学习、反复
学习内部管理制度，常张“婆婆
嘴”，常念“紧箍咒”，让员工明职
责、清红线、知底线。

督察检查“照镜子”。班子成
员每月带队深入各部门、基层一线
检查工作，深刻检视问题、寻找差
距，全面、客观、准确分析把握制度
执行和工作落实情况，摸清问题和
不足，找准症结和短板。

考评通报“打板子”。根据数
据分析、督察检查收集的第一手资
料，对标制度管理和工作要求，坚
持刀刃向内、严字当头，对执行不
力、管理服务不到位的，及时进行
考评通报，责任到人，处罚到人，把
制度的刚性立起来。

整改落实“上梯子”。坚持惩
为辅、改为主，列表督察考评问题
清单，制定整改措施，落实边查边
改、立查立改、即知即改，一时解决
不了的，确定“时间表”“路线图”，
持续整改，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
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推动工作
上台阶。

通城烟草专卖局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丶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本报讯 通讯员李小勇报道：9月3日，市烟
草局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干部职工宣讲会。
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

会议组织学习了《咸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四
个一”宣传活动的通知》和《咸宁市2019年下半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10个方面重点工作》，并就
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社
会稳定，事关人心向背，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
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全体干
部职工要切实提高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思想
认识，不断增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敏感性和斗争
意识，进一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向
纵深发展。

市烟草局召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宣讲会

本报讯 通讯员吴恒聪报道：近日，市烟草
局召开廉政教育专题学习会议。

会议组织学习了市纪委《关于4起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的通报》《关于4起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解读了《咸宁
市烟草系统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处理规定》，
既说纪、又说理，既说规、又说事，深入浅出的引
导干部职工讲规矩、守规章、明规范、循规则。会
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
识，自觉遵章守纪。

严明纪律“红线”。认真学习党规党纪、法律
法规、行业规章制度，明白工作该怎么做，哪些事

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应该做，使铁的纪律
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习惯在有约束的环
境中工作生活。

坚守制度“长线”。把制度作为看问题、想事
情、作决策、抓工作的准绳，用规则规范工作生活行
为，用流程保障事项运行，杜绝遇事崇尚“变通”，形
成以制度谋事、按制度行事、用制度管事的局面。

把牢监督“前线”。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
前面，加强对遵守和执行规章制度的监督检查，
把各项具体要求落实到生产经营、企业管理、个
人日常行为等方方面面，全面打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和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市烟草局专题开展廉政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