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阳县古堰湾生态农庄主要有生态
观光果园和休闲度假中心，设置有会议
室、棋牌室、标准间、农家菜馆、无线网络、
垂钓鱼池。游客可以亲自动手采摘新鲜
蔬菜、瓜果，抓捕土鸡、清水鱼。农庄面积
约1800亩，其中有果园580亩，无门票。
可摘项目：枇杷（4月—5月），15元/斤；桃
子、梨子（6月）；葡萄（7月）。

地址：崇阳县白霓镇油市村古堰湾

古堰湾农庄

嘉鱼县绿嘉源生态园占地面积1500
亩，是咸宁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
企业。生态园紧邻嘉鱼陆溪二级公路，
交通便利，主要建有杨梅采摘园450亩
（6月初），20一斤；桃李采摘园500亩（5
月上旬—7月），10元一斤；梨子采摘园
350亩（7月）。

地址：嘉鱼县高铁岭镇临江村

嘉鱼县绿嘉源生态园

清蒸武昌鱼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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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蒸武昌鱼是湖北著名的地方风味菜肴，也是咸
宁人家饭桌上的常见美食，头小体高，面扁背厚，肉味
鲜美。

有句话说，看一个人厨艺如何，得看他鱼做得怎么
样。的确，和一般的简易炒菜相比，做鱼的工艺复杂了
一些，不过蒸鱼还是比较好操作的。这不，我也是“大
姑娘上花轿——头一回”。

为了买到新鲜的武昌鱼，我一大早起床去菜市
场。因为只是一个人吃，我选了一条一斤半左右重的
鱼。雄鱼比雌鱼更好，因为雌鱼孕育鱼籽，体力消耗比
较大，肉质比较薄。

准备适量盐、蒸鱼豉油、大葱、姜1小块、5瓣大蒜，
少许红辣椒酱、香醋、生抽、料酒1小勺、小麻油适量。

将鱼鳞刮净，除掉内脏、鱼鳃，剪掉鱼鳍、鱼尾。注
意鱼肚里的黑膜一定要去干净，不然会有腥味。

把处理干净后的鱼身擦干水分，从鱼背部下刀，切
出几道口子，注意不要切断鱼肚。刀口的距离要相等，
深浅一致，不然蒸出来的鱼就太没“看相”。

处理好的鱼，均匀抹上少许盐和胡椒粉，码上姜片和
葱片，腌制5分钟。在腌鱼的时候，可以点火烧水。做清
蒸武昌鱼，重点在火候的把握，时间太久，鱼肉容易变老。

腌好的鱼，装在长形菜盘里，葱姜蒜垫在鱼身底
部。一定要等锅内的水烧开后，再放入鱼。

蒸鱼的时候，隔段时间要掀开盖子观察，将鱼翻个
身，以免一面鱼肉过老，一面还未熟，蒸至鱼眼凸出为
好。关火后别急着揭盖，可以利用余温再焖一分钟。

出锅后，可以用筷子撇去葱姜片，鱼身淋上蒸鱼豉
油，表面再撒一些葱白丝。也可以用红辣椒之类的切
颗粒，点缀装饰一下。

蒸好的武昌鱼，鱼形完整、色白明亮、清新淡雅。
拿筷子夹点鱼肉尝一口，口感鲜嫩，混着姜丝麻油，一
股香气扑鼻而来！

据说东吴末帝孙皓欲从建业迁都武昌。左丞相陆
凯上疏劝阻，引用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句
话。从此，武昌鱼渐为人所知。

此后，历代文人留下了诸多与武昌鱼相关的诗词。
如唐代岑参的诗：“秋来倍忆武昌鱼，梦魂只在巴陵道。”
宋代苏轼的诗：“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水果熟了，我们去采摘吧！

咸安区宝丰农庄，距笔峰塔景区仅一
公里，距咸宁中心城区仅3公里，采摘面
积1200亩，应季可摘项目有草莓（1月—
4月）15元/斤、枇杷（4月—5月）15元/
斤。除采摘外还有垂钓、农家有机餐饮
(包席)、烧烤、棋牌、农家四合院住宿、拓展
等。

地址：咸安区向阳湖镇宝塔村农科院内

宝丰农庄

通山大畈镇枇杷合作社位于大畈
镇隐水洞、沿幕阜山旅游公路和富水湖
旁，交通便利，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现
有枇杷采摘园12个，面积2600亩，枇杷
标准园5000亩。可摘项目有枇杷（4月
—5月），15元/斤

地址：通山县大畈镇大墈村四组

大畈镇枇杷专业合作社

智敏果园位于咸安区，是湖北省首
批农业旅游示范点，采摘面积1000余
亩，这里有樱桃、桑葚（4-5月），枇杷（5
月），杨梅（6月底）采摘。还有配套的马
术、水上高尔夫等游乐项目，更有为亲友
聚会量身打造的篝火、烧烤、K歌、露营的
沙滩party。

地址：咸安区横沟桥镇孙祠村4组

智敏果园

嘉华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西邻长
江，东挨密泉湖，紧邻嘉鱼环线，距城区不
足5公里，嘉陆公路穿山而过。合作社栽
种枇杷600 多亩，杨梅400余亩。枇杷品
种有大红袍、白沙，5月上旬成熟。杨梅有
东揆、黑炭等品种，6月初成熟。

地址：嘉鱼县高铁岭镇白果树村

嘉华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该生态葡萄园，是目前离赤壁市区最
近采摘地，葡萄品种丰富，有口感不错、晶
莹剔透的维多利亚青提，可爱诱人的桂花
蜜、红宝石、绿宝石等。果园致力生态、绿
色，灌溉果园的肥料全部采用最天然的农
家沼液肥，严格遵循时节自然成熟的葡
萄，让果品味道很不错。葡萄园面积100
亩，无门票。

地址：赤壁市中伙铺镇莲花塘七组

中伙莲花塘生态葡萄园

樱桃红了，桑葚熟了，枇杷熟了；李子、杨梅也将熟了……

又到了5月水果采摘季。周末的闲暇时光里，带上家人一起

去采摘果实、亲近大自然吧！

春风四月
天使同行
—— 有感于我院5·12

护士节系列成果展示活动

○ 秦雨萌

春风四月绿满园，
百人齐聚享盛会，
操作技能新技术，
优质护理情景剧。

医者仁心铭初衷，
敢于创新争一流，
患者满意创新高，
风雨兼程一起走。

掌声笑声赞不绝，
美丽天使武艺多，
医护联合齐奋进，
辉煌未来在明天。

展护士风采 播健康理念
——咸宁市中心医院护士节系列活动侧记

“5·12”护士节前夕，咸宁市中心医院护理
部积极响应中华护理学会“健康中国，科普助
力”活动精神，开展以“引领 奉献 为健康——护
士的责任”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大力普及科学知
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全
民科学素养

履行护士职责，提高健康意识
（一）开展义诊活动，惠及广大群众。3月

29日，手术室义诊活动拉开了“护士节活动月”
活动的序幕。4月20日，眼科、口腔科、耳鼻喉
科、皮肤科医务人员组成团队在医院门诊开展
义诊活动，为参与的人员免费检查五官及皮肤
情况。4月28日，为纪念国际哮喘日，呼吸内科
全体医护人员在门诊大厅开展“重视气道疾病
防治，从现在开始”为主题的义诊活动。

脊柱外科、创伤骨科、手足外科、胃肠外科
一病区、美容科、感染性疾病科、肛肠科、中医
科、肝胆胰脾外科、胃肠外科二病区等医护人员

纷纷下基层访群众，为通山洪港卫生、双
溪卫生院院患者、市社会福利院老人、
大幕乡群众，讲解预防疾病相关知识，

为患者进行简单的体格检查。
在“护士节活动月”里，市中心医院护理团队

共举办义诊活动7次，参加科室14个，接待患者
人数2300余人，发放健康教育宣传单1300余
册，为患者测量血压1500余次，测量血糖830余
次。通过不同形式的义诊活动，不仅解决了患者
的健康问题，而且普及了健康理念，帮助患者培
养健康生活习惯，从而预防疾病于未然。

（二）举办健康教育，提高患者认识。4月
10日，内分泌科的护理人员召集全院糖尿病患
者及家属开展健康教育活动了。4月18日老年
病科鲁应佳主任召集全科室患者及家属，为科
室患者讲解自我安全管理。4月29日，血透中
心医护人员组织43名肾友来到智敏果园感受
春天的气息。

为帮助患者及家属能正确认识疾病，提高自
我管理能力，市中心医院护理团队组织患者及家
属进行了3场健康教育活动，参与人数达260人。

（三）开展孕妇学校，促进产后康复。4月
14日，咸宁市中心医院孕妇学校如期开班，前
来学习的孕产妇有56人。此次孕妇学校围绕

“科学坐月子”为主题，围绕产褥期母体变化、产
褥期护理、产后运动等相关内容进行讲解。产
房助产长张春芳及产科护士长刘菊芳带领产科
护士一对一指导产妇学习“产后月子操”，帮助
产妇重新认知“月子”知识，树立科学“坐月子”
意识，从而提高产后生活质量。

（四）培训急救知识，保卫全民健康。从4
月14日开始，心血管内科医护人员、急诊科和
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门诊心电图室及彩超室
工作人员分别走进高桥卫生院、市公积金中心、
十六潭公园，为医患及群众演示心肺复苏等急救
知识。4月24日，对全院保安及后勤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此次急救技能培训面广，涉及到的人群
多，为急救技能的普及打下坚实的基础。

进行技能竞赛，提升护理能力
4月28日，护理部经过层层选拔，组织53名

优秀骨干参与“护士节技能竞赛”。此次竞赛项目
为基础生命支持技术、无菌技术、静脉留置针技
术。为保障竞赛效果，护理部选购2个静脉穿刺
模型，模拟真人穿刺，让竞赛活动也如同临床实
操，不断提高全院护士操作技术，减少患者痛苦。

举办展示活动，营造文化氛围
5月4日,护理部在学术报告厅举办优质护

理服务暨技术创新、健康教育情境模拟展示。
活动分为3部分，首先进行优质护理服务展示，
其次进行技术创新展示，最后进行健康教育情
景模拟。活动旨在进一步和谐文化氛围，激发
护士人员的创新服务意识。

实施人文关怀，激发工作活力
4月27日，在医院工会、团委和医院管理办

公室的组织下，护理部召集全院单身护士56人
赴梓山湖蜜月湾参与相亲活动。

5月9日，护理部组织全院年轻护士代表
64人召开年轻护士座谈会，座谈会上护理部主
任丁芳对年轻护士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她希
望全院年轻护士均参与意愿管理，成为医院真
正的主人。会上，年轻护士代表踊跃发言，为医
院护理的发展谏言献策。

倡导评优评先，树立典型模范
护理部结合科室上年度的工作成绩、护士

长目标考核及全院护士长投票等环节，评选出10
个优秀护理团队、10名优秀护士长、66名优秀护
士，通过展示活动评选出20名护理技能操作能
手、6个护理技术创新科室、15个优质护理服务工
作展示优秀科室、13个健康教育情景模拟展示优
秀科室。将获得优秀团队和个人的典型事迹在
全院推广学习，带动全院护理人员向先进事迹学
习，不断地你追我赶，促进全院护理质量提升。

咸宁市中心医院护理团队经过半个世纪的锤炼和成
长，逐步发展成为服务幸福咸宁、健康咸宁的重要生力
军。医院现有护理人员743人，承担医院1200余张床位
的临床护理及湖北科技学院等十多家高等院校护理教学
工作。医院护理秉承“崇德、博爱、敬业、求新”的训诫，始终
坚持以“一流学科、一流人才、一流服务、一流管理”为工作
目标，在分管院长领导护理部主任——总护士长——护士
长的三级管理体系下，实现了护理质量、护理人才、专科发
展、科研水平在全市护理行业中始终走在前列。

借助三甲医院复审，提升护理服务品质
2017年，医院护理部借助“三甲复审”东风，认真梳

理护理部分管的56个条款及相关的203个条款，经过全
院动员培训、措施实施、自我评审、自查整改等阶段；护理
部明确责任，制定了持续改进的实施计划，重新修订了
《护理工作制度》、《护理应急预案与流程》、《护理常规》、
《护理操作规程》等书籍指导临床护理工作。通过反复自
查整改，不断标准化、组织40多专场培训，规范化管理，保
证护理工作同质化，护理部带领全院护理团队加班加点，
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奋斗无数个夜晚，终于顺利完成三

甲复审相关工作，得到了评审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加强技术能力培训，提高护士队伍素质

医院护理部以人为本，把“用好每一个护士，为了每
一个病人”作为统筹护理人力资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首先根据临床工作需要、工作性质、个人意愿，加强对护
士队伍的准入管理，严把准入关。其次，采取院内与院外
培训相结合，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实行继续教育管理。
2017年组织了2期护士长管理专题培训班，对全院护士
长进行了包括目标管理、科学管理、提升执行力等知识培
训有效提升各专业领头羊的管理能力，以充实和更新、转
变护士长管理理念。对全院各层级护士组织了30多场护
理相关工作培训，规范流程，保障护理工作同质化。选派
20多名护理骨干去国内外医院进修学习，选派了100余
人参与院外短期培训，培养了3名省级专科护士。通过全
方位各层级人员培训，医院护士队伍专业技术水平和管
理水平得以全面提升，2017年护理团队完成1项省科技
厅课题，成功申报4项院级课题立项。护士队伍的建设，
不仅是保障临床护理质量的需要，更提升护理核心竞争
力,拓展了护理工作的舞台，带动护理学科建设。

开展品质链活动，打造特色护理品牌
医院护理部按照省重点专科建设标准，在全院推行

品质链活动，要求每一个专科塑造高品质的专科护理特
色服务项目，如“一病一品”、“一病区一特色”等。 在护
理部的大力倡导、支持、督导和监管下，医院各临床科室
的优质护理服务品质链如雨后春笋般积极开展，各临床
科室把优质护理服务贯穿于整个诊疗过程中,将每种疾
病的专科护理流程、专科护理路径、专科护理行为以及健
康宣教的每项服务内容均具体化和质量化,使每种疾病
的特色护理均系统化和规范化,将优质护理服务落实到
每个细节,使病人真正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切身体会
到的真正实惠,充分体现了全程护理和专科护理的精神，
取得了患者满意的效果；同时在科室形成品牌效应。

以病人为中心，提升护理服务质效
医院护理部以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举全院之力，从人、财、物多方面提供支持，
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还护士给病人。为增加临床一
线护理人力配置，一方面择优录取10余名品学兼优的
本科护士充实到临床一线；另一方面，从支助中心和门

诊办公室调配出20余人满足临床科室人力需求。为提
高护士积极性，一方面，护理部重新修订了绩效考核方
案，强调绩效奖金分配方面更向临床一线倾斜；另一方
面，依据科室工作量的大小和风险程度系统的高低，将
全院护士夜班费调整为三档，最高夜班达到每天200
元。护理部经过与多部门沟通协调，护理信息系统全面
上线，消毒物品、病房耗材物资和被服统一下收下送，病
房药品集中配送，后勤工作人员主动巡检维修各种器材
等，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护士的非直接护理工作时间，
切实把护士还给病人、还给护理工作。

完善信息系统建设，提升护理管理效能
医院自2017年实施护理信息化建设以来，护理信

息化建设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处理、确认、记录医嘱等基
本功能的实现，而是在护士人力资源管理、护士排班系
统、护理质量管理、不良事件上报、护理电子病历管理、
移动护士站等多个信息系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不仅减
轻临床护士工作的劳动强度，提高了护理水平和工作效
率；并实现了由传统经验型的管理向科学化、合理化、现
代化管理的转变。

打造护理专科品牌 助力健康咸宁建设
——记咸宁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护理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