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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赏花注意事项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齐放。外出赏花时，应注意：
1.注意保暖防晒。在春季出游赏花，一定要做好

保暖措施，俗话说春捂秋冻，所以在春季出游，一定要
带齐保暖的衣服，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一定要
带够衣服，避免感冒。同时，还要做好防晒工作，以免
皮肤被晒伤。

3.防范过敏。在春季出游赏花，对一些过敏性人
群来说，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的身体对哪些
花会过敏，在出门前备好防过敏药物，以免在过敏反应
发生时不能及时得到医治，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4.注意蚊虫。在春季出游赏花，还必须要注意，避免
被蚊虫叮咬。春季，很多蚊虫都已经出来了，就算你喜欢
花，但还是要有个度，一定要做好防蚊虫的工作，毕竟很
多蚊虫有毒，特别是一些孩子被叮咬后，会引起身体的不
适。

5.避免花毒。在春季出游赏花，还必须要注意防
范花毒，有些花很漂亮，但鲜艳美丽的颜色背后是看不
见的危险，很多花其实是有毒的，特别是那些过敏体质
的人，接触了有毒的花粉，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无
法预料的伤害。

（本报综合）

出行贴士

糖渍橙皮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在柑橘类水果大肆上市的季节里，橙子、橘子总是
又新鲜又便宜，花上十几二十元就能买上一大袋，吃很
久也吃不完。

因橙子性凉，有清热解毒下火、行气止咳化痰、助
消化开胃之功效，且相较于橘子不容易上火，我更喜
爱。

和父母一起住的时候，家里的橙子经常整箱整箱
的往家里搬。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边聊天边吃，不一
会儿剥下来的橙子皮便堆得如同小山一般。

很多人吃完橙子直接就把橙子皮扔掉了，但其实
橙子皮也是一道常见的食材，很多食材的原料就是
它。像通山麻饼中用于提味的青红丝，便是取自橙子
皮；还有药食两用的陈皮，也是晒干的橙子皮。自己在
家若不想浪费，便可将其做成糖渍橙皮。

做好的糖渍橙皮，直接吃像水果软糖，清口提神，
非常有嚼劲；也可以在烤饼干、做蛋糕时切碎了放进
去，增添点心中的橙香味；还能用来冲水喝，不论是直
接冲还是泡茶，都别有一番风味……

糖渍橙皮所需的原料十分简单，只要有橙子皮和
白砂糖即可。橙子用盐和刷子清洗干净。橙皮用小刀
仔细的刮掉内层的白色部分，只留下橙黄色的果皮，然
后像切土豆丝一样切成均匀的细丝。

紧接着，将切好的橙皮放入锅中加入足量的水，大
火烧开后转小火煮10分钟，然后捞出，用清水冲洗两
遍，去掉橙皮的涩味。

锅里放入100克水和100克白砂糖，中火煮至完
全融化。倒入橙皮熬煮，大火煮开后，转中火慢煮，边
煮边搅拌，一直煮到糖变浓稠，变少，橙皮变色、透明，
就可以关火了。

捞出橙皮，铺在平盘上，晾一个小时，让它蒸发至
半干，撒上白砂糖拌一拌，糖渍橙皮就做好了。

熬煮橙皮剩下的糖浆也不用扔，直接用来冲泡红
茶，一壶橙香四溢的下午茶和小点心就都完成了。

自古以来，我国的饮食就讲究“医食同源”，适时而
食，换季时天气干燥，配上清热下火的橙子茶和糖渍橙
皮，正所谓相得益彰。

吃在咸宁
浪漫花季香满城

咸安区境内
东源花乡景区位于大幕乡东源村，

总面积15平方公里，大部分座落在大幕
山，大幕山也叫太母山，海拔969米，半
山有万亩竹海，山脚是一片片金色的油
菜花海，总面积2000余亩，一直延伸到
大幕山下，一眼看不尽全景。此外，还有
马桥油菜花海、汀泗桥镇黄荆塘花海。

嘉鱼县陆溪镇、潘家湾镇
嘉鱼的陆溪镇和潘家湾镇的油菜花

海的农家自种成片的花田，两处面积均
有1000余亩。村庄、农田、油菜花海相
互交映，每到3-4月，绿色的早稻苗和金
色的油菜花形成自然的“花海浪”，属于
植物和花粉的清香随春风扑面而来，简
直是强迫症患者的福音。

通城县塘湖镇狼荷村
通城县塘湖镇狼荷村油菜花面积达

1000 亩，花田与田埂交错，被村庄包
围。塘湖镇的油菜种植面积十分广阔，
目前已形成万亩油菜花海的种植格局。

同时，该镇建成了狼荷、荻田两个油菜花
示范基地，并将其打造成为了幕阜山绿
色产业带的一张名片。

崇阳县境内
在崇阳县境内乡村田野随处可见油

菜花的身影。沿106国道乡镇均有连片油
菜花可赏，其中天城镇河田村连片面积达
3400余亩，青山镇铺前村、三级站团头嘴
处也有连片油菜花可赏。浪口村周家畈
种植了百亩油菜，一望无际，都是油菜花
的海洋。油菜花海与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交相辉映。遥望花海，一片金黄色的海洋，
走进花海，沁人心扉的花香扑面而来，陶醉
花海，身心的疲惫压力瞬间荡然无存。

通山县境内
通山县种植油菜花数万亩，主要分

布在黄沙铺镇、大路乡、南林桥镇，油菜
花不仅有观赏价值，还可以为农民带来
经济价值。三四月份，黄沙镇各村种植
的4000多亩油菜花竞相绽放，金灿灿的
花朵引得蜜蜂纷纷来采蜜。

油菜花

赤壁市余家桥
赤壁市余家桥乡自然环境优美，生

态资源丰富，近年来，该乡依托发展现代
农业专业合作社，着力打造特色水果农
业、观光农业，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如今春天到了，卓负盛名的水果之乡余
家桥漫山遍野的桃花、梨花争相开放，也
引得无数游人闻香而来，踏青赏花。

崇阳县铜钟清水村棉花山梨园
这里不仅有梨花满园，待到丰收时

节，各式品种的梨子沁人心脾。梨花被赋
予纯洁的白色，苏轼曾作诗“梨花淡白柳

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可以想象满城尽
是梨花飞舞，清香淡雅，引人如痴如醉。

梨花

通山县九宫山
四月中旬，九宫山的杜鹃花悉数

盛开，铜鼓包有千亩杜鹃“云锦坡”，老
鸦尖有十里“杜鹃长廊”。从云中湖景
区俯瞰九宫山下，在铜鼓包观漫天云
海，杜鹃花开红似火，一片丹心向阳
开。壮哉！美哉！

通山县大幕山
“看漫山红遍，层林尽染，身处此

山分外妖娆。”大幕山的杜鹃花久负盛
名，每年的四月中旬到五月初为杜鹃
花盛花期，人在景中走如在画中游。

通城县黄龙山
黄龙山的杜鹃以其颜色艳丽，层

次丰富而著名。站在山顶，极目远
眺。最佳赏杜鹃处当属只角楼，起伏
的山峦一片翠绿，近看，鲜艳的杜鹃花
一片火红。

杜鹃花

咸安区大幕乡东源花乡
东源花乡景区位于大幕乡东源

村，大幕山山顶有上万亩的野樱花群，
从港背畈到章贵一直延伸到大幕山
下。

赤壁市葛仙山万亩樱花
赤壁葛仙山位于赤壁市官塘驿镇

中坪村境内，葛仙山野樱花总面积达
24000亩，每年3月至4月正是来山上
赏樱花的好时节。樱花在葛仙山满山
遍野都有，生长在贫瘠的山梁上、悬崖
边、山坡斜壁和天庭的怪石中。连绵
的山头，如云似锦，美不胜收！

通城县黄袍山野樱花
喜欢徒步的游客不如来到黄袍山

望湖村赏樱花，沿古道陡步，赏漫山樱
花，观千亩油茶，黄袍山上的望湖村着
力打造生态美丽乡村。黄袍山近万株
樱花在每年的3-4月份盛开，有玫红、

粉红、绿白，以玫红和粉红居多，十分
鲜艳美丽。沿望湖至天潭古道两侧植
有数千棵樱花树和数个仿古亭子可供
游人休憩。

崇阳县白崖山野樱花
崇阳大岭村白崖山自然野樱数万

亩，得天独厚，因海拨偏高（六只角测
出海拔1000米左右），气温略低，山樱
花花期来得稍晚。这里的山樱生长多
年，树高数米、树冠宽绰。放眼望去漫
山遍野的山樱花，白的如雪，红的似
霞，团团簇簇，株株朵朵，姿态万千，争
妍斗艳，恣意盎然。

通山县杨芳林乡打顶坳林场
三四月间，漫山遍野的樱桃花海

蔚为壮观，行走在蜿蜒的乡间小路上，
抬头远望，只见成片的樱桃花盛开在
崇山峻岭间，片片花海如同镶嵌在绿
毯上的美丽图案。

樱花

春雨润如酥，在春天里自驾出行，用一场赏花之旅“解锁”香城的诗意暖春。

咸宁的赏花之旅，有的远在高山脚下,有的一脚油门就到，为你的烂漫春旅加一

点灵感，共赴这场人间春宴吧。

嘉鱼县高铁岭镇九龙村
作为二乔故里，嘉鱼千古风流。在

嘉鱼县高铁岭镇九龙村内，桃花芬菲烂
漫抚媚鲜丽，如一片片红霞，与婆娑的垂
柳相衬映，形成了桃红柳绿柳暗花明的
春日胜景。

嘉鱼县牛头山
牛头山森林公园位于嘉鱼三湖连江

畔，风景宜人，每当桃花朵朵开时，牛头
山森林公园腹地中的桃林显得格外鲜
艳，在这郁郁葱葱中的一抹粉红中，即使
是素面朝天也会有人面桃花的惊艳。

崇阳县白霓镇
古堰湾景区位于白霓镇油市村，面

积约16平方千米。桃树满山，春来桃花
怒放，美不胜收。这里尤以开白色小花
的小花白碧桃和开较大白花的大花白碧

桃，以及花为粉红色，多为三轮花瓣，花
丝粉红的千瓣桃红居多。

通城县锡山森林公园
锡山森林公园的桃花，绯红一片，潇

洒绽放，它们如同可爱的精灵娇俏地立在
枝头，或正或侧、或俯或仰，交相辉映，争
奇斗艳，又如临水梳妆的美人，令人心醉。

桃花

嘉鱼县高铁岭镇石泉村
牡丹有谷雨花，富贵花和花中之

王的美称，她被视为富贵，吉祥，幸福，
繁荣的象征。牡丹还是我国的国花。

“国色倾城人竞涌，欢声笑语赞牡
丹。”牡丹那丰富的花容、绚丽的色彩、
优美的姿态，在百花丛中争艳斗丽，还
未争、还未斗，已获一众芳心。

牡丹花

咸安区蜜月湾玫瑰园
一年四季，蜜月湾园的各式玫

瑰都让人驻足，红的、粉的、白的、黄
的……引入法国、英国两大玫瑰、百余

品种，零散或聚集在园内各个角落，植
入爱情元素，融入玫瑰主题教堂，打造
各色以玫瑰为主题的景观。

（本报综合）

玫瑰花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网上
注册参加报价竞买。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
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2、在咸宁市范围内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未及
时缴纳的、有闲置土地及其他违法用地未及时纠
正的、被省厅和其它相关部门列入联合惩戒黑名

单的自然人、法人和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咸安网挂
G（2021）16-19号地块竞买。申请人在申购土地
前须到咸宁市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查
询拟申购信息主体的信用信息情况。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不设
底价，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在
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

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
规则》、《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操
作说明》和《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人可登录咸宁市自然
资 源 和 规 划 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
219.139.108.3/trade- engine/trade/index）查
询。申请人可于2021年2月26日至2020年3月
24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
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21年 3月 24日下午 16时，网上报价时间为
2021年3月16日上午8时到2021年3月26日上
午10时，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
买人表示愿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自动转入网上
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咸宁市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对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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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如果在使用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
交易系统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困难，请在分清问题
类型的同时，与下列有关工作人员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及网上技术咨询电话：钱女士
——18696243143

地址：咸安区金桂路139号5001办公室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汪先生——

15872011934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咸宁大道国际大厦

A座15层
咸宁市咸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26日

地块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主要
规划
指标

规划用途

出让年限

履约保证金
（万元）

挂牌起始价
（万元）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层数
建筑高度
绿地率

咸安网挂
G﹝2021﹞16

咸安经济开发区
绿山村

71022.64
（106.53亩）

≥1.0≥40%
-
-≤15%

工业用地

工业50年

700

1400

咸安网挂
G﹝2021﹞17

咸安区向阳湖镇
广东畈村
37353.01
（56.03亩）

1.0≤容积率≤2.5≤30%
-≤80米≥30%

住宅90%、商业10%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3252

6504

咸安网挂
G﹝2021﹞18

咸安区向阳湖镇
铁铺村（兴盛路东侧）

101513.9
（152.27亩）

≤2.0≤40%
-≤60米≥30%

住宅80%、商业20%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4284

8568

咸安网挂
G﹝2021﹞19

咸安区向阳湖镇
铁铺村

89081.12
（133.62亩）

≤2.0≤40%
-≤60米≥30%

住宅80%、商业20%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3760

7519

咸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咸安网挂G﹝2021﹞16-1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和《咸宁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等有关规定，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政府批准，咸宁市咸
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21年2月26日至2021年3月26日，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咸安网挂G﹝2021﹞16-19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咸宁市咸
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具体承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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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张奎遗失双鹤驾

校报名发票一张，发
票号码：26863882，
金额3000元，特声明
作废。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

★龙卡星期六 京东商城、京
东到家满100元减10元

★龙卡星期六 美团外卖满
30元减5元

★龙卡星期六 10元看电影
★龙卡星期六 星巴克满额减

20元
（注:上述活动名额有限，先到

先得。微信关注“龙卡信用卡”输入
“龙卡星期六”了解详情。如有疑
问，可到全市建行各营业大厅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