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肉糜豆腐羹
○ 丁婉莹

说起豆腐，喜欢它的人必定爱得深切，顿顿都盼闻
着豆香，用舌尖感受它的爽滑。而不爱他的人，即使你
再怎么给他讲豆腐的好处，他也是一副避之不及的模
样，生怕那豆腥味儿或是卤水味儿冒犯了他的鼻子。

豆腐有南北豆腐之分，主要区别在于点豆腐的材
料不同。南豆腐用石膏点制，因凝固的豆腐花含水量
较高，质地细嫩，水分含量较北豆腐高；北豆腐多用卤
水或酸浆点制，凝固的豆腐花含水量较少，质地较南豆
腐老，但豆腐味更浓，质地更韧，也更容易烹饪。我爱
豆腐，爱得分明，南豆腐口感细腻、没有过重的卤水味，
更得我心。

小时候，每逢周末会常去小姑姑家玩，小姑姑家有
好多食谱，而她也总能变着花样把极其简单的食材做
成色香味兼具的美食，让贪吃的我们垂涎不止。我对
烹饪的喜爱，也是始于那时。

肉糜豆腐羹就是她常做的一道菜，鲜香的气味、浓
稠的汤汁，芙蓉出水般的白嫩豆腐入口即化，哪怕吃上
好几碗仍舍不得放下手中的小勺。

这道菜取材容易，做法简单，但务必要用最新鲜的
嫩豆腐才能发挥出这道菜特有的鲜美滋味。

先将豆腐切成1厘米见方的小丁，用开水烫一下，
捞出用凉水过凉待用；水发香菇择洗干净，切成小碎丁
待用。

将水倒入锅内，加入肉末、香菇、豆腐丁、酱油、精
盐、味精，煮沸至豆腐中间起蜂窝、浮于汤面时，淋上淀
粉，再加入蛋液搅散成蛋丝，最后放入香油，撒入葱末
即成。

小姑姑告诉我想要做好这道菜，放肉末时，不要等
汤开了才下锅，以免把肉末搅散。如果觉得口味不够
浓郁，还可将水直接用高汤替换，羹汤的鲜味会更具层
次感。

肉糜豆腐羹的营养丰富，但豆腐虽好却不宜多
食，由于豆腐性寒，胃寒者和易腹泻、腹胀、脾虚者都不
适合多吃豆腐。因此在食用豆腐时，一天一次更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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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高原旅游注意事项
有很多人会选择秋

季去高原地区走走。高
原地带拥有的地貌特殊
确实很吸引人，但在去之
前最好去医院作身体检
查，在肯定自己心肺等主
要脏器没有毛病的前提
下，才能启程。下面为大家提供一些建议：

1、刚刚到高原的时候一定不要剧烈运力，要立刻
卧床休息。否则，一旦感觉到反应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适应了。

2、进入高原后，反应的症状愈来愈重，特别是静息
时也十分明显，应该立即吸氧，并到医院就诊。极少出
现的高原肺水肿和高原脑水肿的病人须大量吸氧，并
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迅速转送海拔低的地区。

3、在高原旅行期间，旅游活动不宜过于频繁，身体
负荷不宜过重。初到高原的时候，不可急速行走，更不
能跑步，也不能做体力劳动。一周后，才可逐渐增加一
定的活动量。

4、注意避免过度疲劳，饮食起居有规律。初到高
原的前几天，不要频频洗浴，以免受凉引起感冒。感冒
常常是急性高原肺水肿的主要诱因(在缺氧状态下不
易痊愈)。 （本报综合）

亲子游新热点。咸安区引进梓
山湖松鼠部落项目，园区倡导“森”
呼吸，“泉”放松的生态休闲理念，提
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亲子游模
式，深受游客喜爱。

开发蜜月旅行新理念。引进

“爱情”为主题的玫瑰园项目，国庆
通过举办灯光节、音乐节等大型节
庆活动，每日接待吸引上万游客；后
期将积极打造集观光旅游、婚纱摄
影、节庆活动于一体的浪漫情园。

今年，咸安区成立旅游发展委

员会，全面推进1+3（旅游发展委员
会+旅游警察、旅游巡回法庭、旅游
工商）旅游综合管理体制创新，建立

“权责明确、执法有力、行为规范、保
障有效”的综合监管机制，推进旅游
高位建设，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咸安：提升旅游高位

丹桂飘香的季节里，我市迎来旅游黄金时期。10月20日，我市召开全市旅游发展座谈会，讨论分析

《2017年湖北省旅游发展评价报告》，梳理今年我市旅游工作亮点，分析我市旅游发展状况，讨论在新形

势下，如何奋力推进旅游业发展?

让旅游更暖、更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刘明

做真题动真格打铁还需自身硬
——咸宁高中首次举行高三教师高考真题测试大赛

本报讯 见习记者周莹报道：10月29日，咸
宁高中高三所有任课教师，安静地坐在教室内，参
加由学校组织的一场特殊考试，试题都为高考试
题，考试形式都为闭卷考试，场面与学生高考没有
什么两样。高三所有任课老师参加了此次测试，无
一人缺席。

考场上，校长亲自监考、亲自巡视、亲自收卷；
高三的所有教师都认认真真答题，特别是第一次上
高三的教师，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这样
的考试“特别”，很有意义。

打铁还需自身硬！没有过硬的本领怎能教出

优秀的学生，怎能取得优异的高考成绩？为了提升
全体教师的备考能力，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高考改
革，为了进一步提升咸高教育质量，咸高打破论资
排辈的“藩篱”，以考促教，让每一位教师熟知高考
考试试题，掌握高考试题的题型及命题规律，成为
高考备考的能手。

据校长朱大浩介绍，这是咸高首次举行高三教
师高考真题测试大赛，测试除了真题，还有选题、学
题、命题、说题、研题和赛题等诸多环节。此举是咸
高加强教育教研活动的一部分，也是学校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集中开展做高考
题、研究高考题等活动，不仅能准确把握高考考点，
同时也可以加强教师的业务能力，有效地促进教师
了解高考动向、统揽高考动态、帮助教师在教学上
更好地有的放矢；同时也有效地提高教师的应考实
践能力，使教师在教学上更好地了解学生的需求，
使教学更加贴近学生实际。

做真题，动真格，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很重要
的一条重要途径。加强高考试题研究必将促进教
师专业成长，使教师由“专业新手”成为“专家型教
师”。

今年，嘉鱼县新增旅游景区、景
点3家，申报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
区、“湖北旅游名村”各1个；金色年
华养生谷、田野国家乡村公园、光年
城堡庄园、十里百果采摘园、非遗
馆、博物馆等一批重点旅游景区景

点相继建成并投入开园运营；为唱
响“诗经嘉鱼·二乔故里”旅游品牌，
该县围绕县域自然山水资源精心策
划旅游项目46个。

下一步，该县将充分发挥乡村
旅游接待中心集散功能，加强旅游

信息化建设，建立旅游公共信息、
咨询服务、救助投诉等公共服务平
台，持续推进智慧旅游系统建设，
构建全方位的旅游服务体系，为市
民和游客提供更加便利、高效的服
务。

嘉鱼：提速发展态势

9月28日，赤壁万亩茶园俄罗
斯方块小镇举行开园仪式，投资25
亿元的世界茶业第一古镇也在当日
开工。

投资150亿元的“一湖两山生
态休闲度假区”项目稳步推进，要把

陆水湖、葛仙山和雪峰山，打造成为
以湖光山色、运动康体、养老养生、
休闲度假为特色的度假区。

羊楼洞峒乡茶谷旅游度假区项
目，拟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中国
砖茶博物馆、东方茶道学院、悬崖玻

璃茶室、溪流栈道、特色民宿等……
今年以来，赤壁市挖掘文化

要素，重点围绕三国、汤茶，康养
等文化资源特色和乡村振兴战略
落实，集中包装策划一批重大旅
游项目。

赤壁：带动全域布局

通过招商引资、采取PPP模式
等形式，通城县全面推进黄龙山、黄
袍山、幕阜山等重点项目建设。

大坪乡中医药产业新城2017
年10月开工建设，目前，湖北福人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庞大药业有限
公司等9家医药企业相继签订入园；
拟投资3093万元的庞大中药饮片、
药浴包生产项目；拟投资2.3亿元的
通城县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活动营地

项目，建设中华瑶药文化基地、国防
教育基地等；拟投资2.8亿元的瑶乡
水立方等项目都正在基础建设中。

今年，该县录制了《隽邑千重
景》；已完成《故事带你游通城》初稿。

通城：形成项目抱团

5月1日，旅游项目柃蜜小镇完
成一期建设成功开园，白崖山风景
区、9D玻璃吊桥等让来咸游客眼前
一亮。目前，万米人行观景生态步
道和上山索道，配套露营、攀岩、天
坑探险等户外健身运动项目正在修

建中。
今年以来，崇阳县围绕绿水

青山优势资源，招商引资旅游项
目14个，总投资438.7 亿元，在建
项目 5 个。下一步，该县将加强
基础配套建设，完善旅游公共服

务。2018 年，建好 32 座旅游厕
所、45块旅游标识牌，在幕阜山旅
游沿线重点建设 4 个旅游服务
点，弥补景区景点单一化现状，完
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全域旅游，
旅游全域。

崇阳：强化基础建设

近年来，通山县围绕“一心两轴
三极四带”旅游发展布局，科学规划，
推进旅游产业全域化发展。

今年，该县突出抓好九宫山、隐
水洞等老牌景区提档升级，“春赏

花、夏避暑、秋养生、冬滑雪”四季游
格局初步形成，推进隐水洞景区周
边环境整治和景区景点开发。

全县新建观光农业庄园 165
个，户外运动、山地自行车、帐篷露

营等旅游点23个。闯王文化园、圣
庙、孔雀山庄、果匠小镇等一批新景
区的成功打造，进一步推进该县乡
村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自驾游、赏
花游等旅游新业态快速发展。

通山：推动乡村体验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 0715-8102639（急诊）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答记者问
问：您好，贵医院是一所综合医院，但

却一直被称为“精神病医院”，您怎么看？
答：这可能是大家对我们医院的认

知还停留在以前，现在附二医院是湖北
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开
设有内科、精神科、心理科、外科、妇产
科、儿科、传染性疾病科、中医康复科、
五官科、皮肤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
科、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超声科、机
能科等临床科室，共有医务人员480余
人，其中正高职称16人，副高职称55
人，博士15人，硕士50人，购置有核磁
共振等一系列大型医疗设备。医院质
量管理和医疗服务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争取做到患者更安全，社会更信任，百
姓更满意，久而久之，附二医院作为一
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会被越来越多的
市民所知晓。

问：面对国家医改新政策与百姓日
益增高的医疗服务要求，贵医院会从何
入手？

答：在医改的大背景下，医院改革
和发展的一个永恒课题就是要提高医
疗服务的有效性。这个有效性，一方面
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另
一方面，也是提升医疗服务品质和促进
医院科学发展的关键。我院将深入进
行精细化管理，打造附二医院的品牌，
这是也是医院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和发
展趋势。

问：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深化，现
阶段公立医院面临着更多深层次的问
题和矛盾。您认为公立医院院长们将
会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答：在新一轮改革的面前，公立医
院需要考虑和解决好的问题有：第一，
处理好大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的关
系。大医改强调的是三医联动，而三医
联动中公立医院改革是关键，对于院长
来讲，公立医院改革在医改中绝不能拖
后腿。第二，公立医院的改革应该走在
前列。因为医院需要调动医务人员的

积极性，需要解决医院医疗服务的有效
性问题，是需要靠医院机制改革与创新
来驱动的。第三，。医疗服务的有效性
说到底还是要通过医务人员的服务来
实现。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最直接的影
响因素就是医院管理，在医院管理中，
则需要通过绩效和薪酬等手段来更好
实现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问：听闻贵医院最近在大楚城开展
了一系列的义诊活动，对于这样等社区
的公益活动您怎么看？

答：我院自2012年以来，克服了院
内工作繁忙，人员紧缺等诸多困难，每
年组织医护人员义诊达到数十次，为老
百姓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从中受益的
人数每年高达万余人，我们希望通过这
样的义诊活动，让身体不便的居民能享
受到足不出户的免费医疗与服务，提高
社区居民的健康知识水平，增强居民的
健康保护意识，更好地解决了百姓“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