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王艳华遗失嘉鱼县渡普镇金飞手机店个体工商

户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21221MA4AQPD497，核准日期：2017年 8月
11日，特声明作废。

王艳华遗失位于嘉鱼县渡普镇中心街21号的
个 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22700097922，核准日期：2015年11月26日，
特声明作废。

康美健康小镇投资（通城）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22MA492BFA0T，
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文翔学校遗失在工行咸宁赤壁西湖支行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2000590001，账号：

1818050609200052439，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赤马港法律服务所遗失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420000MD3149350B，特声明
作废。

张钦遗失咸宁常青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湖北增值税普
通发票一张（房地产预收款），发票号码：00300257，金额
82716元，咸宁城际空间站C地块C10-2-1202，特声明作
废。

刘冀军遗失位于赤壁市时代广场2栋103号的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02600146225，核准日期：
2011年1月8日，特声明作废。

湖北中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2122377391543XY，特声明作废。

石深高遗失小石五金水暖门市部公章一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21200MA48G7FE8M，特声明作废。

本报讯 通讯员陈茜报道:6 月
9 日，崇阳县应急管理局举办 2021
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生命
重于泰山”专题片学习交流会，该
局干部职工观看专题片并交流观
看体会。

会上，通过观看专题片，由专家解

读和案例分析，从直面风险、树牢理
念、强化责任、健全体系、狠抓落实五
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为什么要抓安全生
产、安全生产怎么抓、安全生产抓什么
等内容，强调只有警钟长鸣、常抓不
懈，才能真正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和
红线。

崇阳县应急管理局表示，下一步，
将围绕“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
展”主题，结合安全宣传“五进”工作，
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宣教活
动，树牢“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
增加公众安全意识，努力构建安全和
谐稳定社会环境。

崇阳县应急管理局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杨清报道:近日，
通山县南林桥镇安委会联合市监所、
派出所等部门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专项行动，切实做好夏季高温期
间安全生产工作，全力防范和有效遏
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立足“早”字抓部署。 积极组织
召开专题党委会、安全生产工作推进
会，做到安全生产逢会必讲，做到安全
生产周通报、月汇报、季督查、年总
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

突出安全生产巡查重点，压实对安全
生产的领导责任，严格落实领导带班
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构建安全生
产长效监管体系。

立足“浓”字抓宣传。充分运用横
幅、LED显示屏、宣传车、发放宣传单和
短信、微信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实现安全知识宣传全覆盖；结合“5.12防
灾减灾日”、党史学习教育屋场宣讲系列
活动，开展安全生产知识进社区、进农
家、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等活动。

立足“准”字抓落实。该镇党政主
职、分管副职带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
检查行动，每到一处，对消防安全、食
品安全、用水用电安全等进行逐项检
查。目前已排查企业共计16家，检查
出各类安全隐患34条，销号25处，其
他隐患正在逐步整改中。

南林桥镇

强力推进安全生产“两个全覆盖”工作

咸宁应急

本报讯 通讯员王思、黄正明报
道：6月8日上午，咸宁市审计局驻村工
作队一行来到通山县大畈镇高坑村谭
经林、袁达信等11名老党员家中，为他
们送上了党组织的温暖和亲切的问候。

在建党百年到来之际，为表达对
老党员的敬重和关怀，该局党组强化

统筹，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开展走访慰
问活动结合起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走访慰问过程中，驻村工
作队与老党员们面对面倾心交谈，详
细了解了老党员们的生活和健康状
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为老同志们送
上了慰问金，并对他们做出的贡献表

示由衷的敬意。
驻村工作队的用心用情，把党的

温暖送到老党员们的心坎上，老党员
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纷纷表
示，要时刻铭记党恩，不忘初心，今后
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党员模范作用，为
高坑村建设发挥余热。

市审计局走访慰问老党员

荞麦馒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荞麦馒头是通山人以荞麦、小麦粉为主要食材制作
而成的家常美食。

小时，与爷爷奶奶同住一个屋檐下，我经常看到，爷
爷奶奶和父亲母亲一起进出同一间厨房，他们生火、做
饭，用美味的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一天的辛劳。那
时餐桌上便经常会看到爷爷做的荞麦馒头。

爷爷去世后，奶奶很少进厨房，父亲也经常出差，厨
房经常由母亲一人独占。看着母亲一人忙碌也难免寂
寞之情。父亲辛勤打拼，家里生活条件逐渐改善，荞麦
馒头换成了自制的白馒头，后面又换成了家门口包子铺
里的肉包、菜包、花卷等。

步入花甲后，奶奶血糖偏高，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听奶奶念叨着荞麦馒头，母亲还专门上网查了查，血糖
高的人适合吃荞麦。于是，母亲就试着给奶奶做爷爷曾
经做给我们吃的荞麦馒头。

母亲将适量的小麦粉和荞麦粉倒入盆中，用温水化
开酵母，面粉里面加入1小匙白糖。将原料揉成光滑的
面团，用保鲜膜封口放在灶台上发酵。

天气炎热，面团迅速发致两倍大，捏开里面还有蜂
窝状。母亲揉面排气做成馒头生胚，做成自己喜欢的形
状。再进行二次发酵后，便冷水上锅开蒸了，水开后大
火接着又蒸了15分钟，关火焖5分钟后就出锅了。

打开蒸笼，热气腾腾，一股清新的面粉香味扑面而
来。母亲拿起餐盘，用筷子迅速夹了几个送到奶奶房中。

荞麦馒头，好吃有劲道，越嚼越香，奶奶吃得津津有
味。旁边的小朋友也看着眼馋。荞麦是一种粗粮，热量
很低，多吃不胖，随着现在大家对身心健康的观念都提
升的许多，倡导大家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和杂粮，因此荞
麦得到越来越多养生人士的追捧。

看着奶奶吃得香，我也忍不住上前拿了一个荞麦馒
头，咬上一口，香甜可口。没曾想，荞麦馒头虽然长得挺
难看，但吃起来还真香。母亲说，加了面粉，所以不怎么
苦，味道也还不错。

餐桌旁，奶奶说起爷爷的故事，妈妈念起了出门在
外的父亲……一道美食道出了一家人的百味人生。在
与弟弟打闹的欢笑声中，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回到
了那个母亲扎着马尾辫穿着格子裙的年代。

古堰湾位于咸宁市崇阳县白霓
镇油市村的下游。

远远就能听到了瀑布轰隆的声
音，磅礴大气。入夏后，堰湾里的水
像是绿色的水晶，装满了整个堰湾
水库。

脚下，清澈透明的水被一湾堰
围着，像是琼汁玉露般，再一抬头，
天空悠远而晶蓝，云若游丝轻幔，人
生惬意呀！

不少人在岸边嬉水，顺便就地
在边上搭建帐篷，铺上野炊餐布和
零食饮料，就这样闲暇地度过一下
午。古堰湾旁边就是古堰湾农庄，
现季提供采摘水果有：枇杷和油
桃。没有门票，想吃多少摘多少，带
走另收费。

露营地址：崇阳县白霓镇油市村一组 （本报综合）

古堰湾

梓山湖蜜月湾有着得天独厚的
自然环境，蛙鼓蝉鸣，好不自在。

傍晚搭起帐篷，坐在蜜盒酒店
中央的大草坪或是玫瑰花海中，看
落日余晖等着夕阳落下，夜幕慢慢
降临，和三五好友一起自助烧烤，聊
一聊人生，让心灵在这里获得一片
宁静。

白天在蜜月湾垂钓、赏花、骑
行。下午可以到梓山湖多彩农谷园
采摘水蜜桃、蓝莓等时令水果。帐
篷自带。

露营地址：咸安区梓山湖大道
1号

预约电话：0715-8060000

梓山湖蜜月湾

吃在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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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处绝美露营地等你来

出游如何挑选太阳伞？
夏季出游，紫外线强烈，如何挑选一把合适的太阳伞

陪你出游呢？
1、选择不易集热的材质。一般用绢或者麻等材料制

作的太阳伞能够将太阳中的热能隔离在伞外，伞下的人不
易感到炎热，另外，厚材质和双层太阳伞也具有良好的隔
热效果，更值得大家购买。相反，化学纤维和聚酯纤维材
质制成的太阳伞不易散热，撑着这样的伞走在太阳下会感
到格外炎热。

2、关注紫外线反射加工。原则上来说，深色材料的太
阳伞相比浅色材料的太阳伞紫外线透过的可能性更低，但
如果采取了较好的加工方式，人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选择不同颜色的太阳伞，不必拘泥于深色的太阳伞了。

3、注意伞内部的颜色。很多人买太阳伞的时候都在
意外面的颜色好不好看，却往往忽略了内部颜色。但其实
太阳伞内部的颜色与其功效息息相关。如果太阳伞的内
部是闪亮的浅色，很容易汇集从地面反射的紫外线，这样
人们即使打着太阳伞也会被晒黑。因此，怕晒黑的人们选
择太阳伞时，应当注意选择内部是黑色或者绀碧色等深色
的产品。 （本报综合）

出行贴士

九宫山空气质量极佳，能见度
高，为观星者带来了绝佳的视野和
环境。城市的喧嚣已经远去，寂静
的铜鼓包山顶只有小小的帐篷和观
星者的低声私语。

九宫山陆续增设天文望远镜、
开辟露营观星场地、开通夜间星光
巴士、推出深度观星线路，打造出最
适合露营的星光主题公园。

星空公园是以轻奢帐篷为主的
星空露营地，露营者完全不需要准
备任何装备，直接带上人和相机就
能入住。

在铜鼓包山顶露营，远离了城
市的喧嚣，安静的坐在帐篷旁，看着
星空，品尝着美食，享受着独特的宁
静。帐篷自带或在景区内商店处自
行租赁。

露营地址：通山县九宫山风景区
预约电话：0715-2065555

九宫山

夏日如约而至，晨间的露水，午后的微风，傍晚的落日，夜晚的星星，组成了一曲美好的夏日小夜曲。看着夏

日迟暮的霞光，找个舒适的天气，到咸宁来一次露营好不惬意。

夏日的星空总是那么耀眼，躺
在帐篷里，遥望星空，和三两朋友围
着篝火歌舞，内冲瑶族村刚好可以
满足你。

每至夜幕降临，瑶望千年广场
举办篝火晚会歌舞表演，这时你打
开自己的帐篷坐在旁边，面对篝火
仰望星空，尤为惬意！

露营之余，漫步在皆是绿荫的
“瑶乡药谷”中，垒石、瀑布、廊桥、竹
海、清泉……自带神秘的古瑶文化
隐于其中，这个曾经吸引了李时珍
的地方，相信你也会流连忘返。

露营地址：通城县大坪乡内冲村
预约电话：0715-4839599

内冲瑶族村

光年城堡位于嘉鱼县晒甲大
道，城堡坐拥面积超大的阳光草坪，
带上帐篷，享受片刻宁静，这里能给
久居城市的都市人，带来纯粹的乡
野生活。

光年城堡不仅仅可以住宿、就
餐，还能参观春秋战国精品纪念馆，
无数藏品琳琅满目。

你看过山羊走索道吗？你看到
狗熊跳绳吗？园内的萌宠乐园每天
上午和下午都有动物表演，大狗熊、
骆驼、狮子、浣熊、狐狸……超多珍
禽异兽。更有激情跑马场，纵马驰
骋不用去大草原，来这里就可以。
帐篷自带。

露营地址：嘉鱼县晒甲大道
150号

预约电话：0715-6660606

光年城堡

露营烧烤、观星赏月、篝火畅
谈，约上三两好友，万事皆宜。万亩
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星空帐篷营
地位于茶海之中的绿茵草坪上。坐
拥广袤无垠的茶海，在蓝天白云下
畅玩，穿梭在茶园里体验采茶、炒茶
等项目，在茶香中等待夜幕降临，躺
在满天星光下，享受美食和蝉鸣。

在景区内，还可以垂钓，钓小
鱼、龙虾各凭本事。绿色是夏日最
清爽的颜色，在茶园骑行，感受满目
碧绿和扑鼻茶香，醉人心脾。

最能带给人快乐的非烧烤和游
乐园莫属，烧烤荤素搭配，品种齐
全，啤酒不限量畅饮，疯狂老鼠、海
盗船、旋转木马、充气城堡、极速飞
车，都是能让孩子尖叫的游乐项目。

露营地址：赤壁市羊楼洞茶场砂子岭分场
预约电话：0715-5065000

万亩茶园·
俄罗斯方块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