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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九宫山，一定不能错过清晨日出和云海，还有更多
景点和美食等你挖掘。

6:00 风车口日出是铜鼓包内一道美丽风景线。巨大
的白色风车矗立在群山之间，伴着蓝天白云，形成一幅浪漫
又唯美的画面。风车口是内陆地区首座风电场，在这青翠山
峦上聆听风的声音，也是难得的体验。远眺赣中，遥望华夏
南天，赣北群山，犹似大海波涛，在你脚下奔腾起伏。

9:00 云中湖风景区湖滨四周，群峰耸立，岗峦连绵起
伏，还有各种建筑精巧、风格独特的楼阁亭榭。静静的湖水倒
映着亭台楼阁、青山、白云和风车，环湖漫步别有一番滋味。

云中湖是云绕雾缭之湖，因其高在峰顶耸入云表天际，
常有雾团飘于湖面，故名云中湖。因白云浮于水面一触即
起，又有“吻天湖”、“天心湖”等诗情画意的名字。

10:00 瑞庆宫。九宫山因‘道’而得名，因‘道’而闻
名，因‘道’更具传奇。九宫山是全国五大道场之一。瑞庆宫
依山而建，整体为仿明清风格，宫中灵官殿、祖师殿、妙应殿、
三清殿和财神殿沿中轴线坐北朝南依次排列。据传九宫山
道场历年来共遭受六次毁灭性的打击，唯真君石殿依然如
故，矗立在云中湖畔。

12:00 九宫山大饭店。特色菜：麻花锤肉汤、腊味苕
粉块、野生菌菇汤。预约电话：15272717377。九宫山云中
湖风景区附近的餐饮众多，可根据自己口味喜好挑选，店内
均提供当地地道的农家美食和贴心的服务。

14:00 石龙峡索道。游客能在乘坐索道过程中自在
的欣赏沿途美景，领略九宫山“植物王国”的风采。石龙峡索
道是云中湖连接石龙峡景区的重要交通设施，也是鄂南地区
第一条高山客运索道。

14:30 石龙峡风景区。风景区主要是以崖、石、树、瀑、
潭等组成的自然景观，景色迷人，移步即景。

明代的通山县礼部侍郎朱庭吏所筑的两崖行窝和明末
清初的懒拙和尚野居处，皆在风景区的北山谷中。

18:00 九宫山凤祥楼度假酒店。凤祥楼坐落在云中
湖畔，可为游客提供吃住行一条龙服务。特色菜：腊肉炒竹
笋、野生菌菇汤、干锅石耳。预约电话：13971807185。

21:00 星空公园。星空公园位于铜鼓包最高点，地形
开阔、空气澄净、远离城市光污染，具备得天独厚的观星环
境。天气晴好时，在星空公园内，肉眼即能看到漫天的星
河。山上夜晚气温较低，建议观星的游客多备保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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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下班直奔目的地——九宫山。九宫山坐落
在咸宁市通山县东南部，森林覆盖率达96.6%，是中
国负氧离子含量最高的天然大氧吧，景区面积196
平方公里，雄奇险峻，景色迷人。云中的九宫山，在
初秋的清冷气息中，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20:00 九宫山属于“与爱同行 惠游湖北 乐享
咸宁”活动景区，入园需在微信公众号“咸宁闲游”上
先行预约，预约成功后方可免费入园。

幕阜天下秀，钟灵数九宫。九宫山古木参天、竹
林似海，汇奇松、秀竹、怪石、云海、温泉、瀑布于一
体。九宫山风景区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地质公园。

21:00 九宫山全景国际大酒店坐落于九宫山
云中湖畔，武汉城市圈最大的高山酒店，咸宁首家提
供金钥匙服务酒店。酒店共计6栋，由1栋主楼（全
景主楼）及其他5栋附楼（月栖楼、移花宫、泉雪居、
云水间、风林宿）构成，每栋各具特色，掩映在高山林
间，与自然融为一体，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预约电
话：13476879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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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闲 咸宁

初秋登潜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9月正值夏秋之交，是不冷不热的好季节。一阵
秋风，让在炎炎夏日中“煎熬”的人们顿感神清气
爽。秋天最适合的活动莫过于登高远眺，去领略山
间的乐趣，让清爽的山风吹散整个夏季的疲态。

说是溯溪，其实是沿着河流，一路走至潜山脚
下。潜山属幕阜山余脉，集南北400多个树种于一
山，汇近200种奇花异草于一园，有各类动物110多
种，森林覆盖率达96%，与周围众多名胜古迹相邻。

我们一行人没有迫切地探视潜山峰顶的“无限风
光”，而是慢悠悠地拾级而上。潜山海拔并不是很
高，但山中道路并不平坦。同伴们怕我体力不支，让
我跟在后面，一路走下来，倒也不轻松，体力消耗很
大，我只得沿途休息了，其他的同伴们率先登顶，待
到山峰再一起汇合。

上到半山腰，觉得很清凉！此时已能俯瞰一些风
景，远处正在修建的公路与兴建楼房，斑斑驳驳地烙
在空旷处。远处白云绕过树梢的矫健身形，逐渐模
糊在层层叠叠的山林间，生怕我们的脚步声惊扰了
树杈间栖息的鸟儿。周围的民居像在群山怀抱里熟
睡中的婴儿，不知是谁家的老爷爷，正背着可爱的小
孙女，一路登山一路说笑……

一年四季都可爬潜山，但各有风景特色。春天绿
树生机勃勃，阳光明媚，蓝天白云。白居易的“逢春
不游乐，但恐是痴人”正是这种心情的写照；爬夏天
的山，虽然炎热，但野外一派生机，鲜花竞相开放，展
现旺盛的生命力；秋天，满眼皆为秋景秋色；冬天的
潜山银装素裹，唯美而浪漫。

登山是一项有氧运动，它对登山者的体能和意
志都是考验。但是，古住今来，文人墨客却偏爱登
山，他们把登山当成亲近自然、咏物言志，借景怡情
的绝佳途径。

站在山顶上，闭上眼睛，张开双臂。风拂耳际，仿
佛在细语着只属于她和季节的秘密。山脚仰望高耸
入云的巍峨，感受着山峰的寂静无言，可能会有想退
缩的感受。坚定的迈出第一步，却不禁暗自佩服自
己的勇气。不管是岁月的侵蚀还是人工的雕琢，望
着那满山的土石与坎坷，一步一步登上山峰，却又为
山的沧桑与孤傲所折服。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夕阳西下，收拾好行
装，期待与潜山再次相聚。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本报讯 记者祝丹娜、通讯员
李俊、寿国子报道：9月16日，温泉
街道办事处组织召开了党建引领红
色物业全覆盖工作推进会，就深入
推进红色物业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工
作进行再动员。

推进会上，市住建局结合辖区
各类小区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工
作要求。要积极开展党建先锋引
领，监督现有物业企业成立党支

部；对无物业管理的居住小区，详
细掌握产权单位现状、居民集中诉
求、历史遗留问题等第一手资料，
为物业管理建实建细工作台账打
下坚实基础；对存在安全隐患、服
务质量有待提升的小区，物业要积
极应对，整合资源，迅速整改，逐步
推进解决。

据了解，岔路口社区两委目前
已按照党建引领红色物业全覆盖

的要求，按照相邻就近，便于管理
的原则，优化区域，将原有的56个
小区优化为32个小区；主动联系
创文包报单位，组织小区党支部相
继召开“星空夜话”、座谈会 12场
次。到目前为止，该成立业委会4
个，自管会6个，其中一个三无小
区（新宁小区）通过老旧改项目改
造后，已经成功引进物业公司，得
到居民的好评。

温泉街道办事处

积极推进党建引领红色物业全覆盖
本报讯 通讯员张志千报道：今

年以来，为确保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湖北银行咸宁分行加大驻点扶贫
村帮扶力度，严格落实省、市关于扶贫
工作的相关要求，与贫困户一起谋出
路、想办法，解决贫困户的实际困难，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该行开展专班进村、讲座进村、产
品进村和服务进村，分行班子深入驻
点村，与村两委班子就产业扶贫项目、

美丽乡村建设及金融帮扶工作等进行
深入交流。业务部门同志积极向村民
宣传反洗钱、反假币、反电信诈骗等相
关金融知识和退役军人卡、臻薪惠农
卡、特色定期、理财等产品，详细介绍
有关扶贫、助农授信政策和普惠金融
产品，对金融扶贫产品的适用范围、申
报条件、惠农政策作细致讲解，与村支
书一起深入村办养鸡场、养猪场了解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充分发挥金

融机构优势，在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
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该行积极落实支持帮扶农村青年
创业金融服务举措，在扶贫点设立农
村青年创业金融服务站，建立农村青
年电子信用档案和创业资料库，加强
普惠金融与青年创业服务的有机衔
接，为其提供信贷咨询服务，利用小额
扶贫信贷产品，推动创业脱贫深入开
展。

湖北银行咸宁分行

助力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出实招

嘉鱼车生活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21MA48RFB69R）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备案通知书编号：（嘉鱼市监）登记企备字[2020]第36号。

特此公告
嘉鱼车生活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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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帮 振 遗 失 北 山 农 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01600122713，特声明作废。

吴忠祥遗失通城县渔竹竹家俱厂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22324000005724，特声明作废。

方满英遗失位于通山县通羊镇南门社区桃花泉小区山城明珠
（幢号：6，单元：1，房号：302）的不动产权证，证书号：031525，建筑面
积157.82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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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超55万人畅游咸宁

活动助力旅游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柴倩报道：自8月7

日我市全面启动“与爱同行 惠游湖北 乐享咸宁”活动
以来，全市旅游景区人气持续高涨、接待游客数量迅速
攀升，旅游行业加快复苏。

据统计，8月8日至9月13日，“与爱同行 惠游湖
北 乐享咸宁”平台总预约人数为793023人，总入园人
数为553045人。

从入园总人数上来看，三国赤壁古战场、隐水洞、
九宫山、陆水湖、玄素洞分列我市活动景区的前五。

自“与爱同行 惠游湖北 乐享咸宁”活动启动后，
国家4A级景区——官桥田野乡村公园迎来久违的

“火热”。田野乡村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与爱同行
惠游湖北 乐享咸宁”活动启动后，景区人气明显旺了
很多。“虽然对游客免门票，但拉动了其他消费，公司的
收入反而增加了。”该负责人表示，他觉得这是刺激旅
游市场的好的策划活动。据统计，在活动的助推下，田
野乡村公园的游客接待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200%，
有效带动了嘉鱼县旅游经济的发展。

目前，“与爱同行 惠游湖北 乐享咸宁”活动正在
火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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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最后一天，可以睡个懒觉，从九宫山下
山，出发至隐水洞地质公园。

12:00 隐水洞乡香楼。特色菜：通山包坨、外
婆 煎 豆 腐 、干 煸 小 鱼 小 虾 。 预 约 电 话 ：
15334182216。

14:00 隐水洞属于“与爱同行 惠游湖北 乐享
咸宁”活动景区，入园需在微信公众号“咸宁闲游”上
先行预约，预约成功后方可免费入园。

隐水洞地质公园内，林立的钟乳石形态各异，令
人浮想联翩，丰富的地下溪流使整座洞穴多了几分
水的灵动与婉约。

隐水洞是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是湖北省首个
地质公园。溶洞全长5180米，平均高30米，规模庞
大、气势雄伟。

隐水洞内令人称奇的是景区有三种不同的游览
方式：上游1/3乘船观光，中游1/3乘小火车游览，下
游1/3步行，如此独特的游览方式堪为亚洲第一。
预约电话：0715-2750888。

（本报综合）

午后的太阳不再灼热，傍晚的轻风带
着些许微凉。秋天，气候适宜，秋色撩人，
没有什么比现在更适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自驾游了。近日，市文旅局推出一条秋游
精品线路，让你利用周末就能体验到赏星
空、越高山、探溶洞的乐趣，品味到咸宁高
颜值的秋景。

榴莲披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前几天，我和朋友一起聚餐，她点了
一份榴莲披萨。本来并不看好，但吃过之
后意犹未尽，芝士香浓，口感拉丝恰到好
处，榴莲果肉饱满，入口嫩滑，甜而不腻。

我喜欢吃美食，也喜欢自己做，特别
是心情不佳的时候。周末逛超市的时候，
忍不住买了一个榴莲。榴莲的味道很特
别，有些人觉得很香，有些人觉得很臭。
榴莲的吃法多样，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
以拿来做榴莲饼、榴莲披萨等。我不喜欢
吃常温状态的榴莲，总觉得肉质太软，于
是一部分冷冻，一部分用来制作榴莲披

萨。虽然是第一次尝试做榴莲披萨，但成
品味道还不错。

榴莲披萨是披萨的特殊做法，把榴莲
肉夹在披萨上，美味至极。榴莲披萨的做
法并不难。需准备的食材有：高筋面粉
300克、干酵母3克、砂糖20克、奶油15
克、榴莲肉400克、马苏里拉奶酪200克。

高筋面粉、干酵母、砂糖一起加入盆
中，用刮刀搅拌均匀，再用手揉压成面
团。加入奶油、食盐揉压至面团光滑，取
出在案板上摔打出筋，至少重复二十到三
十遍，后室温发酵约40分钟。

披萨盘抹上黄油，取面团400克，均匀
铺满披萨盘，周边略高。用叉子在整理好
的饼坯上扎孔，撒上奶酪丝，铺上切好片
的榴莲肉，再撒上奶酪丝。放烤箱中下
层，上下火260度烘烤5分钟，出炉食用。

浓郁的奶酪搭配姜黄色的榴莲果肉，
吃起来味浓，奶油味四溢，果肉拥有凝脂
般的质感，层次丰富，入口嫩滑细致。边
看电视边吃榴莲披萨，无疑是一种生活享
受。

喜欢吃榴莲披萨的人，可以尝试自己
在家制作，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干净卫生。

吃在咸宁

赏星空 攀高山赏星空 攀高山 探溶洞

在咸宁邂逅最在咸宁邂逅最舒适的舒适的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