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来往市温泉客运中
心的旅客发现，客运站正在进
行局部改建升级。很多旅客由
此产生疑惑：为什么要改建？
会改建成什么样子？是否能满
足旅客期许？

4月26日，记者就此采访
了客运站相关负责人以及一些
旅客。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
询，自己最近迷上了做饭，想咨询，有哪
些下厨小窍门能帮助快速提高厨艺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餐饮店厨
师姜师傅分享了几点下厨小技巧。

用放了茶叶的水蒸的米饭，会增添
一股浓郁的米饭香味。饭熟之后，打开
电饭煲，米饭的色泽也会更加亮，可谓
色香味俱全，并且营养价值更佳。

煎蛋时，先在平底锅放足量的油，
在热油中撒些面粉，会使蛋黄煎得又黄
又好看，在蛋黄即将凝固之际浇一点冷
开水，便可以使蛋黄鲜嫩十足。如果是
炒鸡蛋，炒时加入些许砂糖，会使蛋白
质变性的凝固温度上升，进而延缓了加
热时间，因为砂糖具有保水性，所以炒
出来的蛋会膨松柔软，口感较好。

要炖出一锅好鱼汤，要用冷水。冷

水开锅后，撇净浮沫，能去除鱼腥味，同
时鱼肉蛋白慢慢凝固，营养物质可以充
分地“释放”到鱼汤中。喝浓汤要用大
火炖，喝清汤则用小火。鱼煎过后再煮
才会变白汤，而且要双面煎。

熬骨头汤时，中途切勿加冷水，以
免汤的温度突然下降导致蛋白质和脂
肪迅速凝固，影响营养和味道，最好一
次加满水或者中途加适量开水。

基本上所有的菜在临近出锅前，才
可以加盐和醋，过早投入这两种调料，
不仅会影响口感，还会使菜变得难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如何快速提高厨艺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宁静的夏

天”咨询，天气炎热，蚊子变多，该如何
有效驱蚊呢？

【记者打听】近日，温泉某超市老板
林女士分享了夏日驱蚊的几大有效方
法。

首先是比较常见的“化学”武器，有
蚊香、电蚊香、喷雾杀虫剂、防蚊液和驱
蚊花露水等。

蚊香和电蚊香都是通过挥发其中
的除虫菊酯，麻痹蚊子的神经，使其或
坠地丧命。蚊香最好放在空气流通的
地方，天黑前点燃蚊香，驱蚊效果最
佳。电蚊香中滴上几滴风油精效果则
会更好。

喷雾杀虫剂不需要喷太多，多了不
仅浪费，而且污染环境，天黑前在蚊子
较多的几个重点区域，如楼梯间、水槽、

桌脚喷撒即可。
防蚊液和驱蚊花露水内含仿生驱

避原料，能使蚊子产生错觉，失去叮人
的欲望。一般都有5至8小时的时效。

其次是“物理”武器，有蚊帐、电蚊
拍、灭蚊灯等。

电蚊拍是通过电能在网面上形成
一层电网，击中蚊子后电流通过蚊子身
体，直接将蚊子烧死。

捕蚊灯则是利用蚊子的趋光性及
对特殊波长的敏感性，诱使蚊子接触网
面，通过高压电瞬间将蚊子烧焦。捕蚊
灯最好摆放在高于膝盖的地方，且离地
面不要超过180公分。使用捕蚊灯时，
其他室内光源要关掉，以免影响捕蚊效
果。在捕蚊灯的集虫盒里加点水，再加
点醋，捕蚊效果更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如何有效驱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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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支付

扫码支付如何规避风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如今，手机支付方式在我市日渐流行，
行走在大街小巷，路边摊、便利店、商场、超
市、农贸市场，随处可见一张张收款二维
码。

7日晚上8点，市民杨青青和家人来到
城区沃尔玛超市购买日用品。结账时，她
向收银员出示了自己的微信付款码，收银
员扫了一下，便完成结账。“手机支付很方
便。”杨青青感叹。

出租车司机刘师傅每天出车前，除了
检查车辆状况，还要检查自己的扫码收款
工具是否配备齐全。“扫码付款省去了找零
的麻烦，也不用担心收到假钱。”刘师傅说。

在咸安区宝丰农业采摘园里，经过一
上午的采摘、游玩，10多名游客将摘来的

桑葚小心翼翼地过秤、装篮。“已收入60
元”“已收入80元”，老板高强站在人群中，
只管掏出手机，给客户扫码。

“听到播报声，就知道收款成功了。”他
说，以前卖水果可没这么轻松，自己挎一个
小包在胸前，里面装满提前换好的零钱，有
时候因为找零耽误时间，有的顾客等不了，
干脆就不买了。

目前，在我市流行的手机支付方式主
要有微信、支付宝，进入到了我市商超、连
锁药店、农贸市场、医院、公交车、出租车等
领域。

手机扫码支付已经成为许多市民的习
惯，但扫码支付也存在着被盗刷的风险。

记者了解到，作为手机支付的重要部

分，二维码成了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支付的
桥梁。虽然每个人的付款二维码都不一
样，但是由于二维码并没有明显的个人信
息，普通人通过肉眼并不能区分出二维码
之间的区别，这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出
现了掉包二维码实现隔空盗窃的犯罪方
式。

银行业内人士提醒，扫码支付需要分
清收款码和付款码，付款码是条形码+二
维码，用于付款时向商家出示；收款码无需
加好友，对方扫二维码即可向你付钱。在
使用扫码支付时应提高在线支付安全级
别，使用指纹或者手势密码等更高级别的
验证方式。

面对“滴”一下就扣款的扫码付款验证

方式，如果不经常使用可在付款码页面右
上角点击关闭开关，关闭该功能；使用时，
需要提高警惕，只在线下支付，切忌不要截
图后，通过网络交付他人。

另外，要通过正规应用商店下载
APP，避免下载山寨应用导致手机被病毒
入侵；若扫的是非支付二维码，进入付款页
面后需要提高警惕，建议安装手机卫士等
软件，谨防进入钓鱼网站。

市温泉客运中心改建为哪般？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念

旅客对此次改建有何看法呢？
当日，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旅客。

在咸宁工作的王女士，每隔两周
就要到客运站搭车回家。“有时进客
运站要小心。”王女士表示，客运站前
有一进站口，人从那里进去，车也从
那进去。有时车从人身边经过，虽然
开得很慢，但还是会有点危险。听说
客运站改建，设置一个专门的旅客进
站通道，王女士表示，“进站车流人流
分开，会更加安全了。”

要去黄冈的张女士提着大包早
早地来到客运站，先去自助购票机买
了票，看时间还早，就把大包存到服
务台，出去溜达了一圈。听说要新增

自助存包设备，张女士表示很期待，
“存放物品更方便了”。

候车的刘女士来客运站之前特
意吃了午餐，包里还准备了很多零
食。刘女士表示，之前以为客运站周
边不愁东西吃，某一次到处找吃的，
只找到一两家，还不是自己喜欢吃
的，站内小超市的选择性又太少。自
此，来客运站之前先吃好，而且会准
备一些小零食。“改建后的客运站专
门设置一些超市等，不仅可以改变站
内超市混乱的局面，还可能会有更多
的种类可选择。”

“出站口将要设置雨棚通道，非
常人性化。”朱女士表示，出站口和出

租车候车区有一定距离，晴天还好，
如果突遇下雨天，没有带伞，就只有
淋雨了。设置雨棚通道后，就可以不
用淋雨直接上车了。

……
采访中，每一位旅客都期待客运

站出行更方便、服务更便民……

效果图

当日，记者在市温泉客运中心看到，站前广场一
侧建起围挡，多台工程车忙碌作业。站内新增了金属
探测门。

市温泉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客运站在现有
基础上正在进行局部改建升级。改建的原因主要有
几个方面：一是部分场地破损。客运站站前广场、运
营停车场等地面局部沉降开裂，部分墙面脱落。“站前
广场用的是地砖，每年都被车压破不少，修修补补
的。”该负责人称。

二是形象不美观。超市布局混乱，站前广场人
流、车流混杂，不仅与一级客运站的形象和定位不符，
同时与周围建筑物不协调。因此，需要对站房内装饰
及站前、后广场进行改造，进一步提升客运站形象，提
升乘车旅客的舒适度。

三是现有基础设施不适应发展需求。客运站平
均日发班已达300余班次，平均日客流量达到6000
人左右，平常营运日基本能满足旅客的配送。一旦节
假日，旅客流量猛增，站内车辆调度、乘客分流成滞塞
状态，易形成安全隐患。因此，需要对客运站房和站
场进行升级改造，以便合理利用空间。

四是服务与管理系统落后。客运站2010年投入
使用，到现在已经使用9年，一些服务与管理仍停留
在手工操作方式上，如进出口一直靠人工管控。因
此，需要加强智能化、信息化的建设。

“此次改建主要是对客运站的提档升级，主要内
容为主站房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和修复、智能化服务
设施设备增加等。”相关负责人介绍，客运站改建是省

“十三五”客货运站规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也是我市
交通“十三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

该项目按一级客运站标准进行改建，总投资
688.67万元。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7月完
工。”

那么到底会改建成什么样子
呢？

相关负责人介绍，客运站站前
广场、运营停车场等局部沉降开裂
地面进行修复，屋面进行防水修
复。其中，站前广场路面整体刷
黑。

实行人车分流，站前广场中间为
旅客进站人行通道，两侧分别为办公
停车区、社会车辆停车区，人行通道
与停车区用隔离墩隔开。

增加站前广场出租车候客区、公
交车停车及等候区，进一步方便旅客
利用公交车、出租车与城际铁路对
接。

改造旅客出站口通道，增设下客
区雨棚通道、换乘通道、实现人车分
流。

地下室整体简装，完工后将分租
出去，设置一些超市、餐饮美食等。

智能化设备升级，设置金属探测
门、现金购票机、自助存包设备、车辆

安全例检设备、车辆进出自动设别设
备等。

“改建完成后，站前广场更加大
气美观，人车分流更加有序，站内智
能化设备的增加将更加满足多元化
需求，为旅客出行提供更舒适的体
验。”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日，记者看到，安检处已设置
金属探测门，旅客进站后把行李放到
传送带上，旅客通过金属探测门，方
便快捷，更安全。

改建原因：

现有设施不适应发展需求 为旅客出行提供更舒适体验改建意义：

出行更方便、服务更便民市民期待：

新闻追问
问热点

城区一后巷垃圾箱未及时清理
部门：已彻底清理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
局后面巷子里的垃圾箱很久无人清理，垃圾甚至都堆
到路上来了，恶臭熏天，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忙处理。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城管执法委高度重视并
迅速核查。相关工作人员回复，近日，我委安排市环
卫局环境卫生考核管理人员前往现场查看，经了解，
造成垃圾堆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该处收集垃圾的勾
臂箱损坏，导致垃圾转运车辆无法及时转运。随后，
考核管理人员立即联系桑宁公司负责人，要求立即组
织人员和车辆对堆放在地面上的垃圾进行清运，并对
该处损坏的勾臂箱进行修复。桑宁公司已对该处垃
圾进行彻底清理，并调入备用垃圾箱供周边居民投放
垃圾，同时将损坏的垃圾箱调回维修。

为确保城区生活垃圾的日产日清，市城管执法委
要求桑宁公司根据各垃圾箱（点）的日产垃圾量情况，
合理调整清运作业时间和频次。同时，该委将安排环
境卫生管理人员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发现垃圾
清理不及时等环境卫生问题及时督促桑宁公司整改
落实到位。

咸宁火车站有“麻木”拉客
部门：已开展整治行动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有“麻木”堵在咸宁火车
站出站口前拉客，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
处理。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咸安区城乡管理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经调查，火车站确实存在少量“麻木”
拉客的现象。

在区城乡管理执法局牵头负责城区禁麻工作
以来，共宣传登记“麻木”车3026辆次，拆除非法加
装改装车棚 343 个，教育放行电动麻木车 556 辆
次，销毁“麻木”181台，城区“麻木”得到较大程度遏
制。

针对火车站“麻木”出现反弹的现象，区城乡管理
执法局将开展整治行动，行动分三阶段进行。一是宣
传发动阶段；二是教育劝说阶段，对“麻木”车主进行
说服，帮助以营运为目的的“麻木”车主转型；三是综
合执法阶段，联合相关部门，对不听劝阻、仍然非法上
路、非法营运的“麻木”依法进行暂扣。

目前，区城乡管理执法局正在对站前“麻木”车主
进行宣传和劝说，下一步将按照安排进行整改。

温泉一鞋店噪音大
部门：已责成整改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温泉第一街新百伦领跑鞋店
噪音严重，超过商业噪音标准。他居住在附近，生活
受到影响。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城管执法委高度重视，
立即派员实地进行了核查。经查，温泉第一街新百伦
领跑鞋店将音响放置于店前，还用喇叭招揽生意，与
网民反映的情况相符。

市城管执法人员当场对该商家进行了劝止，并
向其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
责成当场整改，纠正违法经营行为，并对违法当事
人进行了宣传教育，该店主表示今后一定守法经
营。

市城管执法委表示，今后将加大日常巡查和夜间
管控跟踪，严防类似现象发生，并欢迎市民随时监督!

桂花城临街烧烤店扰民
部门：已下达整改通知书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城区桂花城临街烧烤店
扰民。

该网民表示，桂花城临街有不少烧烤店，带来了
一些问题，一是油烟大，二是有时喧哗吵闹到凌晨3、4
点才结束，三是来吃烧烤的人贪图方便将车停到人行
道上。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城管执法委相关工作人
员回复称，该委执法人员迅速与桂花城临街多家店主
联系，了解事实情况，对有关店主进行批评教育下达
整改通知书，并提出如下要求：一是定期清理油烟净
化器，确保油烟净化器正常使用，清理地面油污，保持
店外整洁；二是提醒顾客文明就餐，防止喧哗吵闹影
响周边居民休息，三是合理引导车辆有序停放，不得
阻碍、影响周边居民出行。

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委将继续深化夜间错时管理，
持续加大该位置夜市管理力度，规范夜市经营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