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朱亚平

电话：0715－8128771全域旅游2021年10月22日 星期五

E-mail:18505449@qq.com

本报电话：采访中心8128123 视觉中心8128773 出版中心8128770 专刊中心8128771 新媒体中心8128787 广告中心8128108 遗失声明及公告刊登处8128778 咸宁新闻网8128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22300011 湖北省邮政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发行

不管你是不是本地人,湖北科技学院咸
安校区的红楼,绝对都是值得游览一番的好
去处。

不管是刮风下雨,亦或是烈日炎炎。我
对红楼的热情从不会因天气变化而有所削
减,更不用说那些湖科的学子了。更何况现
在是开学季，那些学子们能漫步红楼，在这
里度过四年的奋斗时光，那样一栋普通的建
筑，一定能伴着他们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
月。

红楼顾名思义，整栋建筑用红色墙砖砌
成，就是这朴素的红色，别具匠心。看似方

方正正的房子，和周围建筑区分开来，有了
完全不同的感觉。红砖红墙被绿色的藤蔓
缠绕着，这些都是湖科历史的印记。

红楼的历史有多久呢？恐怕比我们的
父辈还要久。红楼周遭有错落的林荫，如果
是下雨天来，也别有一番意境，听着雨声疏
密有致的滴落，一把伞遮住了你所有的喜怒
哀乐。听着滴滴答答的雨韵，数着红楼的一
砖一瓦，好不惬意！

红楼附近有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公寓
等，错落有致，格调幽雅，功能齐全。一幢
幢，一排排，是那么和谐。红楼以它诚挚的

热情和雄健的臂膀，期待、迎接并拥抱着来
自全国各地，那些充满朝气又满载梦想的天
之骄子。

红楼门外，几个学生在那里闲聊，还推
推搡搡的，聊什么呢？是今天课堂上遇到了
有意思的事情，还是课间操时玩了个成功的
恶作剧？不管聊什么吧，只要是美好的回
忆，哪怕是课堂上一个小小的失误，那对于
青春学子们而言，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不
影响他们的进步。要不，少年时代怎么有纯
真的回忆呢？

红楼附近的泥土地上，一片片树叶刚刚

从暮色里飘落，那股浓浓的清香沁人心脾，
是秋天最独特的味道。红楼像一位历尽沧
桑的老人，看着一届届的新生进来，看着一
届届毕业生出去，红楼一直饱含着祝福。

登上高耸的红楼，在寂静中远望，美丽
的西河桥早已沉睡，一片静寂，落叶的小树
在寒风中摇曳，爱晚亭伴着月色，更加秀丽
端庄。也只有这寂静的夜晚，才能感觉到学
校的静美，这是难得的清静，难得的闲适，在
红楼难得的一次小憩，让我体会到，这个秋
天静的无声，静的无息，静的无语。

我倚靠着红楼向远处望去，街边的霓虹
灯塔在闪烁、摆动，似乎要穿入云霄了，仿佛
映射的整个咸安城区都披上一件华彩的外
衣，校园的窗户玻璃上也流动着缕缕彩霞，
广播里播放着校园歌曲，这个校园，这个傍
晚，这群学生，还有这一番心情，都着实令人
难忘。

秋游湖科红楼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行者无疆

最是撩人桂花香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吴剑

咸宁的秋不知何时悄然而至，秋风中总是
弥散着浓郁的，甜甜的桂花香。

桂花作为咸宁的市花，俨然已成为这个季
节的主色调，从小区、道路两旁，到公园、村落，
处处可见她们的芳容。

位于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的桂花源，无可
争议是咸宁最佳赏桂花的地方。

有风香十里，无风十里香，香城泉都之
“香”在桂花源有着最集中展示。

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与好友相约，一起来
到桂花源里探香。

风景区入口处宣传牌上大概写着简介。
桂花镇是全国闻名的桂花之乡，以桂花品种繁
多、质地优良、产量丰富而遐迩闻名。

桂花源风景区桂花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
史，因其芳香四溢，树形丰满，秀丽多姿，四季
长青而闻名于世。

风景区核心区约800亩，古桂园、观桂园有
百年以上桂花古树200多株，最大树龄达800
多年。

而不少桂花镇人为了发展桂花产业，也都
在大规模种植桂花树。桂花镇辖内有桂花树
100多万株，鲜花产量已达到了40余万斤。

桂花因开花时芬芳扑鼻，香飘数里，又叫
“七里香”，同时它也一直是世上美好、高雅事
物的象征。例如金榜登科，仕途得志被称为

“折桂”，获得殊荣者则被誉为拥有“桂冠”。
行走在桂花源里，沁入心脾的芳香扑面而

来。
放眼望去，风景区内，百年古桂遍布山野，

大片大片桂花树郁郁葱葱、婀娜多姿。金桂灿
烂如金、银桂晶莹似雪，花香和树香弥漫山间。

拾阶而上，香味越发浓郁。一阵阵花香随
风袭来，让人心旷神怡。

往小路两旁一看，桂花树真多呀，有高有
矮，有大有小，像仪仗队一样，站在两旁欢迎游
客的到来。

绿枝密叶之中，缀满星星点点的黄色小
花，盈盈香气满鼻，飘进游人心里。

一阵雾气袭来，朦胧间，仿佛看到一位头
戴金桂、身穿白衣的仙子，缓缓向我走来。

细看，金桂的叶片是椭圆形的，叶脉清晰，
花是金黄色的，一簇簇花朵像一块块小金子似
的，拥挤在枝头；银桂的花是淡淡的黄色，远看
就像一个个拇指大小的白衣小姑娘在跳舞；丹
桂的花是橙红色的，一堆堆挤在一起，像一个
个小橘子；四季桂因一年四季都会开花而得
名，花是浅黄色的，稀稀疏疏的花骨朵像害羞
的小姑娘一样藏在枝叶间。

沿着小路往上走，桂林越来越茂密。小廊
两边皆为百年以上的桂树，有的高达数丈，周
身两丈有余，有的重重叠叠，密密麻麻。

我和好友围坐在一棵丹桂树下，品茶闲
聊。一阵风过，清香伴随着桂花飘落，身上，桌
上，茶杯里，尽是飘下的花瓣，嗅着芬芳，整个
人都沐浴在桂花雨里。

“玫瑰香，茉莉香，比不上江南的桂花香
……”一群来此游玩的爹爹婆婆们，穿得花枝
招展，忍不住大声对唱出了心中的歌。

确实，桂花香而不艳，清纯质朴，却能独占
三秋压众芳。

这香味中，我最爱丹桂清雅，气味清新，花
色淡黄，似梨花白，又似菜花黄。不浓厚，却悠
长，似邻家女孩，若即若离，即亲昵有加，又不
失矜持庄重。

我也爱金桂妖艳，色鲜黄，似金丝花，气味
浓厚，芳香阵阵，随风飘飞，数里之外能闻其
香。犹如台上的舞者，极尽其能展现自己的风
姿，不让你此生虚度。

而银桂的孤傲也令我难以忘怀，它气味极
淡，似有似无，于这纷扰世间格格不入。宛若
一位公主，高处不胜寒，却独自享受着这份孤
独。纵然孤芳自赏，也不失其本性。

于这桂香中，抛却俗世纷扰，安享清闲，神
泰然，心淡然，人欣然。悠哉悠哉，不禁暗叹：
此生如桂，夫复何求。

位于崇阳“北大门”口子镇桂花泉镇的崇阳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幕阜山
脉药姑山余脉，是一个集历史名胜、生态文化、休闲娱乐、观光避暑、科普考
察于一体的新型生态旅游胜地，下辖有十里画廊、冯家岭、苦槠林等景区。

公园于2014年设立，面积 3080公顷，是全省森林公园中面积最大的
公园之一。公园内植被茂密（森林覆盖率90%），物种繁多，是国家3A级景
区、全省农业旅游示范点。

深秋时节，记者走进这座新型生态旅游胜地，感受天然“氧吧”里不一样
的秋景。

崇阳国家森林公园

绿染千山皆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秀色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隽水与竹林相伴

16日，记者一行走进崇阳国家森林公园
的十里画廊景点，隽水河一路叮咚而下，在
公园内形成峡谷河段，十公里峡谷两岸，遍
生楠竹。

河畔山峦五彩斑斓，秋风吹拂，枝条摇
曳，片片红叶轻盈融入深幽山谷中。

1952亩竹林，只见绿波茫茫，无边无
际，重重叠叠的翠绿依山就坡，形成一层层
铺景叠翠的波浪，自然成画。

从山上望去，竹如仙女在山岭摇曳，翠
接云天；从山下望去，阳光透过杆杆翠竹，流
金淌玉；竹荫深处，玉竹相依，纵横重叠，交
错成翠玉迷宫。

十里画廊的美被冠以“小漓江”之美誉，
曾有明代御史杨昺赋诗赞美，天启鄱阳令王
应斗留下《崇阳洪记》，连一代高僧释宏度也
感慨这里“水潺潺处磷磷石，无复春流滚雪
涛。两岸人家隔烟断，一泓清浅恰容舠”。
这里还是电影《白蛇传说》的取景点。

集山、水、林、洞于一体，群山连绵与翠
绿成海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区别于其他森林
公园的独特之处。

每年秋天，公园内的另一知名景区苦槠
林，都会吸引一批批来至全国各地的科研人
员。

1800亩的原始苦槠林，郁郁葱葱，20多
米高的参天苦槠树青翠欲滴，伟岸挺拔，莽
莽树林随山势起伏，林相整齐，神秘幽邃，生
长旺盛，树形优美空灵，漫步于湿润幽静的
林道之中，耳畔林涛如雷，虫鸣鸟啼，让人顿
起悠古之思。

公园自然景观怡人，山峦起伏，山水相
依，林间小道，迂回曲折，曲径通幽；林海中
建有冯家岭避暑山庄，可同时提供200余人
食宿。

始建于1979年的冯家岭山庄，坐落于
公园西南方向的半山之中。这里随处可见
百年以上的古树，松杉翠竹，一望无垠，公园
里独特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独特的自然气候，
每年来此避暑、观光、旅游、休闲的游客络绎
不绝。

崇阳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胡治银
说：“公园规划面积为3080公顷、核心景观
区面积为685.23公顷、生态保育区面积为
852.83公顷，现有冯家岭、桂花山庄、洪下宾
馆等游客休闲娱乐、食宿一条龙服务的场所
10余处，日游客容量为12200 人。”

历史与人文共存

镰刀、馒头和咸菜是护林员蔡明彗的常
带物件。

在冯家岭片区，记者一行遇到了正在巡
视的护林员蔡明彗。他负责的区域是整个
森林公园最大的，巡视工作几乎要花上一整
天，所以除了镰刀，身上还会带上午饭。

他告诉记者，自己不光是一名护林员，
还是一名宣讲员。经常在巡视的路上，他会
遇到来此游玩的游客，他会帮游客指路，顺
便宣讲一下这里的环境和资源。久而久之，
他对森林公园如数家珍。

他说，公园里不止这些人们看得见的美
景，还有7个植被类型126科600余种的植
物，珍稀植物、国家一、二级保护树种银杏、
红豆杉、香榧等5个植被类型17群系（群落）
200多种，百年的野生桂树、杜仲、金钱松，
杨梅树及成片的映山红等；有鸟类、兽类、两
栖动物120多种动物；公园内历史景观仙人
洞（又名红军洞），近代汉民族长篇叙事诗
《双合莲》中主人公胡三宝、郑秀英故居，崇
阳第一个县苏维埃旧址方山古庙等，自然景
观有“马子井”、“五马盘槽”、“跑马台”、“桂

花泉”、“胭脂坳”、“一线天”、“斤丝潭”、“雪
屏寺”等；水文景观有“冯家岭”、“茶马古
道”、“抗日战壕”、3A级农庄冯农岭山庄等
……很多都具有科考价值。

蔡明彗说，眼前的这片景象得来不易。
是由无数桂花林场的前辈们，前赴后继种绿
护绿，艰苦奋斗得来的结晶。保护的同时，
发展旅游业，大有可为。

“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旅游景点。”
胡治银介绍。

自1978年，公园先后有联合国粮农组
织和日本、法国、加拿大等41个国家和地区
的林业专家及国内100多个考察团来该地
参观考察。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胡耀邦、
胡启立以及原国家林业部、湖北省委、省政
府等多位领导先后多次亲临指导。经40余
年的生产建设，公园已成为鄂东南一颗绿色
明珠。

保护与开发并重

对于游人来说，这里鸟语花香、水清岸
绿，是在全国声名远扬的“天然氧吧”；对于
客商而言，这里四通八达、环境优渥，是投资
创业的优选之地；在本地居民心中，这里日
新月异、欣欣向荣，是宜居宜业的理想居所
……

“绿色生态是崇阳最大财富、最大优势、
最大品牌。”这是崇阳县委、县政府的一致共
识。

“守护生态底色，来不得半点装腔作势，
更来不得半点推诿，必须警钟长鸣，时不我
待，与时俱进。”崇阳县委书记郑俊华说。

近年来，崇阳县委县政府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奋力打
造国家“两山理念”实践样板,坚定不移实施
生态立县战略，加强生态基础实施建设，做

精做响森林生态旅游，整合崇阳国家森林公
园、青山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金沙避暑山庄
等旅游资源，积极融入鄂南旅游圈，崇阳国
家森林公园将成为崇阳县重点发展项目。

自批准成立桂花省级森林公园以来，崇
阳县相继投入1000余万元对森林公园进行
建设，申报国家4A级森林公园，在华中旅游
博览会上设立专区，园内桂花山庄相继被
市、省旅游局评为三星级休闲山庄和五星级
休闲山庄；水上垂钓和水果观光区被评为省
级农业示范点；园内连接各个景区公路已经
相继修通。

胡治银说，森林公园建设之初，便确定
了保护优先的原则。总体规划在分析森林
公园生态环境及森林风景资源、发展的优势
和机遇、容量及客源市场等基础上，坚持开
发与保护相结合，并把保护放在首位，明晰
了确保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

森林公园的保护规划包括重要森林风
景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灾害预防与控制等
内容。例如，十里画廊片区在山水间做好竹
林、隽水的文章，利用隽水和原生态山地地
貌打造山地及水上活动运动天地；桂花片区
生物多样性保持完好，尤其是自然植被，在
打好生态牌、展现丰富多样的植被景观的同
时，营造森林观赏和科普教育的自然环境。

山水风光、生态竹海、垂钓休闲、娱乐旅
游……随着旅游资源的逐步开发，崇阳国家
森林公园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向世人展现她
的森林之美。

“大学生引进计划”生活补贴补助发放政策宣传
1、大学生怎样才能申请生活补贴？
（一）经就业地组织部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认定2019年11月15日后来咸就
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含高职高专）；

（二）年龄为35周岁以下全日制学历毕
业生；

（三）来咸就业（不含行政、事业单位）并
已办理《就业创业登记证》；

（四）与用人单位签订了3年（含）以上劳
动合同，并同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2、补贴标准和期限
（一）博士研究生10000元/人/年；
（二）硕士研究生8000元/人/年；
（三）“双一流”高校毕业生5000元/人/

年；
（四）其他本科高校毕业生3000元/人/

年；
（五）专科生1500元/人/年；申请生活补

贴补助期限最高不超过三年。
3、办理流程
（一）认定。申请人须先在就业地进行身

份认定；
（二）提交申请。由用人单位向当地人才

超市提交《“大学生引进计划”生活补贴补助

申报登记表》等有关资料，为单位引进满一年
的大学生申请生活补贴补助。

4、所需资料
（一）申请人《咸宁市“大学生引进计划”

人员身份认定表》复印件；
（二）申请单位《“大学生引进计划”生活

补贴补助申报登记表》
（三）申请单位申报来咸就业生活补贴

资金承诺书；
（四）申请人《就业创业登记证》复印件；
（五）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六）申请人最高学历证书复印件，学信

网电子注册备案表（海外留学人才的学历学
位证书须经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认证）；

（七）申请人个人劳动（劳务）合同、聘用
协议书复印件；

（八）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账号、工资发放
银行流水；单位（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九）原大学生人员身份认定中己提供
的1、4、5、6、7、8相关材料，没有新变动的可
不用提供。

5、申报时间：每年集中申报2次（6月和
11月）

6、联系电话：咸宁市人才超市 8128158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委托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对
赤壁市P（2021）10-1号地块国有建设使用
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宗地编号：赤壁市P（2021）10-1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陆水湖办事处青

泉社区，陆水湖大道南延伸段北侧；
（三）出让面积：58103.15 平方米（约

87.15亩）；
（四）容积率：＜1.6；
（五）土地用途：居住用地；

（六）出让年限：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7910万元；
（九）成交价：795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1 年 9 月 28 日至

2021年10月20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1年10月21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蓝天城市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1日

赤壁市P（2021）10-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遗失声明
咸宁市咸安区汀泗桥镇程益桥村

村民委员会遗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
款 收 据 一 份（第 一 联），号 码 ：
01279811，特声明作废。

卢仁杰遗失武汉味来之星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保证金条，特声明作废。

章伟兰遗失咸宁恒大名都房产首
付款发票一张，发票号码：05659058，
金额180304元，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公路养护中心遗失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12421222MBOY299041，特声明
作废。

湖北恰磁磁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24MA48BN3T0N，特声明作
废。

通城县公路养护中心(法人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1222MBOY299041)
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本单位因合并、分立解散，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1年10月15日起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通城县公路管理局
2021年10月15日

关于申请注销通城县公路养护中心登记公告赤壁市不断提升人民调解工作能力和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刘少华、周友季、宁雪君、龙晓报道10

月18日，赤壁市委主要领导组团调研该市人民调解工作。
调研团实地调研了中伙铺镇综治中心、市人民调解中

心。在中伙铺镇综治中心，查看办公场所规划化、标准化建
设等情况，现场观摩点评了调解流程。在市人民调解中心，
调研团先后查看自助法律服务超市、公共法律服务接待中
心、“定军调解工作室”和科技法庭、“少华普法工作室”，与一
线工作人员和人民调解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各项工作流
程、规范要求和经验做法，肯定了该市参与全省人民调解诉
调、复调、裁调多元对接先行区创建工作。

同时，认真听取了市人民法院、市司法局等汇报，肯定了
赤壁市近年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所做的成绩，提出了下一步
的改进措施和意见。调研团强调，要建立以乡镇和调解部门
为主体，其他部门配合为辅的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矛盾多元
化解机制，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整合各类信
息，不断提升赤壁市“智治”工作水平，确保调解工作稳步有
序进行。

声 明
湖北华博三六电机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21202181260169P）
就公司原公章遗失一事，本公司特作
如下声明:我公司原公章于2019年
9月7日遗失,自2019年9月7日至
今原公章所涉及的任何文件及公函
均不为我公司所认可。

特此声明
湖北华博三六电机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1日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