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行贴士

如何拍好荷花
● 如果可以，拿单反拍摄是最好了。
● 选择长焦镜头来拍摄，这是最普遍的拍摄方

法。也不能缺了脚架，防抖还是很有必要的。
● 构图上，背景和前景要选干净的，枝叶太多显得

凌乱，只选一枝花显得又单薄，红花还要绿叶衬，有花有
叶才好。

● 要想拍出烟雾萦绕中的仙境感，带上烟饼。日
出时，火红的朝阳照耀在烟雾上，会更梦幻了。

● 拍摄荷花的最佳时间是上午8:30-10:00，除了这
个时候光线最好，更重要的原因是荷花中午就开始收缩
了。傍晚，则完全收缩了。

● 雨后拍摄，荷花往往更加娇艳欲滴。
● 蚊虫比较多，请备好风油精等，注意防蚊。
● 拍照虽好，但也要爱护荷花。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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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迷湖山
○ 朱丽平

湖山地处鄂赣两省三县交界处，是通山县燕厦乡富
水湖库区一个移民村。在玉兰花一朵朵乱人心绪的仲
夏，我们向湖山出发。

和风轻抚草叶，雨滴轻点车窗，也许受温润之气息
萦绕，同车俩文友身上亢奋因子爆棚。当欢笑的声音分
贝超过生理承受限定时，我习惯躲在自闭中游离……车子
似游鱼畅游大海，一时飏起，一时潜沉，一时微微侧斜，一
时行端笔直，向着不受世俗交往喧扰的幽深、莽阔处溯行。

山溪总是抢在前头，或悬挂岩壁喷珠溅玉，或浸漫
路面哗啦啦纵身隐去。一只鹰，无声地滑翔。几只鹭，
悠悠地扇动双翅，仿佛朵朵白花凭空灿放。一年蓬早已
迷乱我的眼，发疯般铺满山地，或赶集似的扎成堆堆，抑
或一枝两枝顾影自怜。

沿途的石头，要么兀然林立，要么孤寂着互不关联，
总是神形兼备，若鬼斧神刀下的杰作。而湖山这里，必
得要深掘三五尺的黄泥土，一山一山的，一叠一叠的石
头方才探头露脑，俨然是春天种下去的。未竣工的公路
边，石块像极了人堆里矮墩墩的大肚汉，没有锋棱错落，
没有面目狰狞，只是蟾蜍灵龟般的凝重，或者咸鱼躺
平。乍一看以为是经水泥浇注，凝结了石子颗粒的块
垒。定睛细细端详，则有湖山石的沉雄不足，敦实有
余。迥异的湖山石头，如同撞见了天外之物。我像是个
懵懂好奇的孩童，饶有兴味地睁大瞳孔打量这一切。

终日碌碌于红尘，难免身心交瘁，一旦融入天大地
大的自然，片刻就获得松弛和滋养，这是自然的魔法，也
是湖山的魅力。村名“湖山”，足见湖与山的平分秋色。
湖山虽无名山大川之奇险，却具江南水村的独特。山叠
山，山望山，山赶山，五尺六尺高的苇状形茅草，紧追着
树丛摇曳穿行，从山脚直到山顶茸茸地铺展上去，这是

“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的大美境界。山是
如何表现僻静与清新的，湖即有同样的安和与明澈。山
很高峻，大湖就显现不露底细的深邃。山上走兽鸣禽数
不胜数，湖底就有不可估量的鱼虾沉浮。

湖水长年倒映翠微的影子，波光澜气缭绕，水边有鸟鸣
啁啾悠远，散发着江南水乡才有的浓浓雅韵和淡淡乡愁。

湖山人家依山傍水，屋宇多坐北朝南。精致的小洋
楼、气派的小别墅，晒珍珠似的撒在平坦处、缓坡处。花
草树木当篱笆巧妙妆点院落，就有种闲逸漫漶庭院，丰
腴富足的气息在岁月里流淌。轻抬步，穿庭院，进祠堂，
我在戏台前凝神：恍惚看见湖山人茶余饭后在这台上提
袍甩袖，吚吚呀呀唱着生逢盛世庆昇平……

在富水湖畔的山褶皱处，一片养殖基地，圈养了百
多头牲畜。人围拢观看它，人激动，牛羊也“哞”“咩”回应，
似乎在好奇地探问客从何处来。树丛中鸡豚啄食，浅水湾
里鹅鸭成群。此情景令人遐想，这湖这山是世间最闲适的
安居地，最原始的生命场。一张张丰饶和美的田园村居
图在眼前列阵。生命与自然和谐的乐曲在这里奏响。

午饭时，一乡妹子融入我们一桌，菜一道道上，她一
道道摆。惟恐客人拘泥礼节，不停的给客人盛汤，将自
己面前的菜盘伸向对方，她让我触碰到湖山的热度。

山为湖生姿，湖为山显形，山是湖的依恋，湖是山的
爱神。湖山人配得上这片湖山。

本报讯 通讯员姜书、刘智利报道：为让纳税
人、缴费人“少走马路、多跑网路”，最大限度提升
纳税人满意度与获得感，今年以来，崇阳县税务局
以“非接触式”办税为突破点，瞄准涉税堵点与难
点问题，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帮助纳税人解决办税
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赢得了纳税人的一致
好评。

针对目前崇阳县非接触式办税事项中综合信
息报告比例偏低，特别是纳税人缴费人反映在进行
房地产税收一体化信息报告时非接触式办税流程
复杂难行这一热点情况，由县局征收管理股牵头组
织税源管理二分局税管员和办税服务大厅工作人

员，预约纳税人现场在电子税务局进行完整流程的
操作。通过流程分解，最终完成了土地出（转）让信
息采集、不动产项目报告、增量房销售信息采集等
流程，基本排除房地产税收一体化信息报告中的疑
难点，同时也收集了纳税人的意见建议以作进一步
调整。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实时监控‘非接触式’办
税情况，积极回应纳税人所需所急所盼，及时跟进
解决纳税人疑难问题，大力推进‘非接触式’办税，
让多维度的‘非接触式’办税惠及更多纳税人，切实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不断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崇阳
县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便民办税遇难题 税务问诊施良策

本报讯 通讯员谭永明报道：7月12日，阳光
酒店召开上半年经营分析会，对标年度经营考核
任务和经营目标，开展分析讨论，进一步细化后续
管理措施，确保如期完成全年经营目标。

会议认真听取了前厅、餐饮、市场等部门上半
年的经营业绩、产品销售、客源构成及消费等情
况，分别开展环比、同比对比分析，总结前期工作
中的得失。针对存在问题和下一步经营工作，会
议要求：要在保持稳定产品高品质和对客服务质

量的同时，采取灵活经营措施，适时推出优惠措
施，深度激发现有客户对酒店的忠诚度，挖掘老客
户的消费潜力。实施新客户开发激励措施，切实
走进开发区内的大中型企业开展宣传推广，充分
利用酒店现有优良的会议设施，提高设施的使用
效率，借此带动客房、餐饮的销售。切实实行客户
会员分级管理，加快会员体系的建设和应用，积极
开展有针对性的会员营销服务，进一步锁定客户
群体。

电力阳光酒店召开经营分析会

黄宁遗失咸宁市常青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发票一张，发票号
码：04598252，金额48057元，特声明作废。

胡天祥遗失坐落于通城县隽水镇金三角（民主路）的房屋所有权证，
证号：010696，面积71.03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刘志国、桂文劲遗失于2018年6月28日购买绿地控股集团湖北梓
创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绿地国际健康城项目购房发票两份（发票联和
办证联），楼牌号 2- 1- 703，发票代码：4200164350，发票号码：
02103951（金额47315元）、02104293（金额189257元），特声明作废。

汪云开遗失通城县塘湖云开商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21222MA4AQ9AF6H，核准日期：2013年5月23
日，特声明作废。

腊里山教堂遗失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71421281MCU389085N，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电话：30661753066171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公 告
我公司与通山金畅加油站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于2020年12月1日签订加油站委托管理合
同（合同编号：HB-2020-QT-51271）,合同期
限至2021年6月30日，现合同已到期，双方不
再续签，该合同已终止，原合同中约定的双方权
利义务一并终止。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15-891157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咸宁销

售分公司
2021年7月22日

招商公告
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强制清算过程中，经全体

股东一致同意，拟对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招商引
资，现就招商引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位于咸宁市银泉大道218
号，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
主营行业为住宿和餐饮业，经营范围包括住宿、餐饮、足疗、
桑拿、KTV。

其他情况：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营场所所依附
的土地、主楼框架为咸安区旗鼓社区所有，附楼土地为四位
村民所有，酒店由全体股东出资装修，洗车房由他人建造。

凡有意参与酒店招商的单位或个人，请在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15日内（2021年8月6日止）与清算组联系。联系人：
陈世才；联系电话：13707240362，0715-8258008 。

特此公告。
湖北旗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7月22日

大江大湖，得“水”独厚。咸嘉同
城、武嘉一体、长江经济带三大发展
战略叠合嘉鱼，共同推动着嘉鱼旅游
业快速发展。

2019年开始，嘉鱼依托地域优
势，结合文旅特色资源，创建“荆楚文
旅名县”，嘉鱼的力量在哪里？嘉鱼
的底气在哪里？嘉鱼的速度在哪
里？14日，记者前往嘉鱼一探究竟。

“我是嘉鱼人，欢迎您到嘉鱼来品读嘉鱼的非遗
文化……”抖音上，嘉鱼居民刘翼在三湖连江边上一遍
遍录制着短视频，他滔滔不绝的向网民们介绍着江边美景
和嘉鱼文化。讲着嘉鱼故事，嘉鱼人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是什么让嘉鱼人人人争当宣传员？嘉鱼积淀丰
厚，蕴藏着诗经文化、三国文化等特色文化遗产，给予
了37万余名嘉鱼人发展文旅的十足底气。

王春河介绍，近年来，嘉鱼县不断挖掘地方特色
文化，在旅游线路设计上，该县打破了文化场馆和旅
游景区景点之间的界线和壁垒，将文化馆、博物馆、非
遗馆、四邑村文化中心、九八抗洪纪念馆等文化场馆
与县内四大景区整合，设计文化旅游线路。

在文旅基础设施建设上，近150万元资金用于各
乡镇文化旅游服务中心改造升级以及博物馆、非遗
馆、九八抗洪纪念馆讲解设备添置；争取文旅融合资
金100万元，支持田野乡村公园文旅融合项目建设，

提升旅游景区景点的文化展示功能。
在文旅活动上，积极探索、推陈出新，面向游客打

造了一批雅俗共赏的文艺节目，编印了《南有嘉鱼》、
《画说嘉鱼》系列文化丛书，增大文化产品的受众面，
使文化走出剧场、走向广场。去年举办“文化进景区”
活动百余场次。

在精品打造上，打造“全民阅读”、“乡村春晚”等
文化品牌，举办“二乔初嫁·浪漫七夕”汉式婚礼体验
活动，将“二乔出阁礼”、“嘉鱼龙骨野藕吊锅”、“嘉鱼
刺绣”等非遗项目列入县级非遗名录，原创推出了《二
乔出阁礼》实景演出、《草船借箭》歌舞、《卧龙吟》等一
批以三国文化为主题的精品文艺节目。

人人知嘉鱼，人人爱嘉鱼，人人讲嘉鱼。线下，嘉
鱼人兢兢业业挖掘嘉鱼文化，线上，嘉鱼人自信满满
宣讲嘉鱼文化，将嘉鱼正在发生的文旅故事宣讲至全
国各地。

步入位于嘉鱼县城二乔大道以南、蜜泉湖北岸的金色
年华养生谷，游人如织，鲜花延伸到白色的沙滩上，从南海
运来的银白海沙柔软细腻，与挺直的棕榈树相映成景。这
里是咸宁的“马尔代夫”。

养生谷已建成气膜房运动馆、三国文化体验馆、诸葛
浮桥、银沙滩等项目，谷内遍植珍稀名贵树木和各种花卉，
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与世隔绝的生态休闲养生世外桃源。

沿田野大道来到官桥镇朱砂村，茶叶加工坊、茶膳坊、
游客中心等主体建筑已竣工，丰盛庄正在进行民宿外立面
改造和村湾景观施工，这是田野乡村公园正在加紧实施的
茶旅融合项目和乡村民宿项目。

田野集团立足官桥村八组及周边资源，打造集“乡村观
光、乡村游憩、乡村体验、乡村度假、乡村养生、乡村科教、乡
村双创、乡村旅居”八大主题于一体的田野乡村公园。

位于嘉鱼县鱼岳镇诗经大道以北的诗经文旅小镇项
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人们或室
内装修，或平整建设场地，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诗经文旅小镇项目工程总监沈家均介绍，项目投资60
亿元，“以水为体、以鱼为形、以诗经为魂”，打造全国首个
以诗经文化为IP的文旅小镇。目前，关雎蝶谷景点已建
成，计划8月对外开放。

嘉鱼建有国家4A级景区2处、3A级景区1处，星级酒店
3家，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1个，国家级特色小镇1个，国家
级特色景观旅游名村1个，湖北省全域旅游示范区1个，省级
生态旅游示范区1个，“湖北旅游名镇”和“湖北旅游名村”各1
个，湖北省星级农家乐14家，蔬果、林果采摘园数十家。

嘉鱼县文旅局副局长王春河介绍，该县按照“一心驱
动，一城引领，一轴串联，三区联动”的空间格局，创建“荆楚
文旅名县”，加快阿洛亚通用航空旅游综合体、金色年华养
生谷、恋江湖生态文化旅游区、田野乡村公园、诗经文旅小
镇、康丰源生态旅游区、牛头山森林公园和取箭所公园8个
重点文旅项目建设，项目覆盖诗经文化、三国文化、鱼文
化、康养文化、美食文化等多种地方特色文化内核，业态涵
盖康养度假、乡村研学、文化体验、休闲观光等多个方面。

项目建设提档次

嘉鱼县圆满通过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创建
验收；官桥镇被评为湖北省全域旅游示范区；簰洲圆
子被列入省第六批非遗名录；田野乡村公园入选“荆
楚乡村旅游十大美景”并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四邑新村入选荆楚乡村旅游十大主题线路“绿野仙踪
之旅”首发地、“访二乔故里，品诗经嘉鱼”旅游路线入
选湖北十大乡村自驾线路……

近年来，嘉鱼呈现出文旅融合发展新气象。而这每
一项傲人的成绩背后，都离不开嘉鱼文旅人的创新创意。

嘉鱼举办省市级网球赛、龙舟赛、汽车旅游集结
赛、长江半程马拉松等重大赛事，逐步打造以网球、龙
舟、马拉松、自驾游等为代表的地方特色文化体育旅
游品牌。

举办潘家湾有机蔬菜采摘节、渡普镇脐橙节、新
街“果蔬小镇·魅力田园”生态采摘节等，通过直播带
货及云游直播活动，推介嘉鱼蔬菜、野藕、簰洲圆子、
簰洲香米等大受追捧。

建成以嘉安、嘉珍、“二乔家”等为代表的旅游商品
加工、销售企业，有效带动工业观光、旅游商品营销。

近年来，嘉鱼以举办、承办各项活动为契机，突显
嘉鱼“滨江公园城市”的生态、文化、区位和产业等优
势，向着“荆楚文旅名县”目标，创新思维方式，不断探
索“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发展新路径，开展文旅与体
育的融合、文旅与农业的融合、文旅与工业的融合，克
难奋进，只争朝夕，为建优建美长江流域自然生态公
园城市，嘉鱼高质量发展跑出“嘉”速度。

旅游文化注新能

创新融合促提质

酸辣粉是有名的风味小吃，它酸辣可
口，由红薯，豌豆按最佳比例调和后漏制
而成。只要吃一次，就会令你流连忘返。

随便走进一家面食店，我排在人流的
末端，一个个食客端着一碗色香味俱全的
酸辣粉从我面前经过。那酸辣粉，看起来
就让人垂涎三尺。

终于到我了。“老板，来一碗酸辣粉。”
“好嘞！”一碗香喷喷的酸辣粉，呈现在我
的面前。那一条条晶莹饱满的粉丝沉浸
在鲜红的汤中，犹如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

纱一般。翠绿的葱段，晶莹剔透的豌豆如
凡星点点浮在汤上，五彩斑斓，形色不一，
令人眼花缭乱。

我尝了一口粉，一股暖流直冲心里。
似乎连空气中都飘浮着酸辣粉的香味，令
人陶醉于其间。

葱段的芬芳清香，麻油的浓味儿，辣
椒的躁气，再配上老陈醋的酸意……看着
那酸辣粉的颜色，闻着那浓汤的酸辣，再
也顾不上矜持，大吃特吃起来。

一根根粉条上混杂着麻油的浓香，

同时又带着一丝葱花大蒜的芬芳。三
下两下的，酸辣粉便被我装进了肚子
里。再喝那汤，又酸又辣，又香又浓。我
按捺不住心中的欲望，一口气把汤喝了
个精光。

其实酸辣粉的做法很简单。事先把
红薯粉用开水浸泡半个小时再煮熟待用。

碗底放蒜泥、姜末、花椒油、酱油、醋、
盐，倒入高汤，加入煮好的红薯粉，撒上炒
过的花生米和黄豆、酸豆角、川式豆瓣酱，
淋一大勺油泼辣子，点缀葱末、香菜。一

碗色香味俱全的酸辣粉就做好了。
走在夏日黄昏的街头，太阳龇牙咧嘴

地笑得满地金黄，处处热得你头昏脑涨。
能让人食欲大增的，就属酸辣粉了。

红薯粉和青菜躺在红油辣子的汤中，
豆芽、榨菜点缀其间，拿起筷子快速搅拌，
还犹豫啥？大口吃就对了。

汤里的酸辣味随着夏夜的凉风热浪
一阵阵飘散。岁月悠悠，卖酸辣粉的小店
迎来又送往多少批客人，可是眼前的滋味
从没有变过。带着对生活的憧憬，酸辣粉
走起！

吃在咸宁

酸辣粉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行者无疆创建荆楚文旅名县

嘉鱼跑出嘉速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特约记者 龙钰 通讯员 李德文 骆谭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