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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亲子出游
注意事项

受疫情影响，一整个冬天孩子们都在家里呆
着，如今香城已迎来了温暖的春季，有些家长们已
经将孩子带到了小区里游玩。春季外出游玩的时
候一定要做好防护，亲子游时有几个注意事项：

1.要准备充足的水，出去活动肯定会大量出
汗，如果补充不了充足的水分那么就会缺水影响
健康。外出时最好是带上一壶凉白开，来不及的
话买上几瓶矿泉水也是可以的。

2.要做好防晒工作，虽然春季的太阳没有夏
季那么毒辣，但是春季阳光明媚的时候长时间的
照晒也会把皮肤晒黑，紫外线强的时候也会损伤
孩子的视力。建议大家出门带上防晒霜，有条件
的话准备一副好的太阳镜。

3.带好隔汗用品。除了隔汗巾，家长还可以
给孩子多带上几件里面穿的衣服，以防孩子疯跑
时，因出汗感冒。

4.出门郊游时候必备的药品一定要带上，万一
出去孩子突然病了或者受伤了，又找不到医院，使
用随身携带的药品能缓解病痛。例如创可贴等。

5.加强运动。亲子游时，可多让孩子加强运
动，春季正是孩子长身体的黄金时期，运动能促进
身体发育。

6.带些可以快速补充能量的零食。运动过
后，给孩子补充充足的营养，孩子吸收好了身体才
能发育的更好。

7.回来后应及时做好清洁工作，在外边做亲
子游戏的时候身上难免弄脏，加上身体出汗等，洗
个澡换身干净衣服能让人心旷神怡，也能避免出
现皮肤问题。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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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饭煲蛋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疫情期间，各地娱乐场所、餐饮企业统统关
闭。大年初七，我接到单位通知，独自一人来到温
泉。正准备和同事一起参与战疫活动时，我突发
高烧且持续不退，虽去医院确认并非新冠肺炎，但
还需在家隔离两周。

隔离在家的日子，真的非常难捱。每天就是
宅在家里逛客厅、逛饭厅、逛厨房、逛卧室，大门出
不了，遂决定潜心研究厨艺。

因为疫情很久没有吃过蛋糕，而生日又快到
了，便决定自己在家利用电饭煲给自己做个好吃
的蛋糕。

电饭煲蛋糕做法简单，所需的最重要的工具
就是电饭煲，一般人家里都有，原材料也不复杂，
最适合像我一样没有做过蛋糕的新手。

首先，准备100克低筋面粉、4个鸡蛋、一瓶
牛奶、白糖、色拉油、电饭煲。在电饭煲的底部刷
上一层油，按保温键，给电饭煲预热。

拿出两个无油无水的容器，将蛋黄与蛋清分
离。这一步蛋黄中可以有蛋清，但蛋清中一定不
能有蛋黄。

紧接着，使用打蛋器将蛋清打发，在打发的过
程中分3次加入白糖，直到蛋清被完全打发，白糖
可以按自己的口味酌情加入。

打发蛋清时可以加入几滴柠檬汁，不仅去除蛋
腥味，还能加速打发。没有柠檬汁也可用白醋代替。

打发蛋清是做成蛋糕的关键，一定要将蛋清
尽量打发。看蛋清是否完全打发，可以将筷子插
入其中，筷子屹立不倒便是完全打发。打发蛋白
最好使用电动打蛋器，没有的话就用手动打蛋器，
还没有的话可以像我一样在抖音搜索用塑料瓶自
制一个打蛋器，也是可以成功打发的。

随后，往装有蛋黄的碗中倒入牛奶和面粉，搅
拌均匀，使其成为一种粘稠的糊状。然后倒入打
发好的蛋清，再次搅拌均匀。

将混合好的蛋糕液倒入电饭煲中，轻轻的晃
动内胆，将其中的空气震出。然后撒上自己喜欢
吃的东西，如葡萄干枣干或坚果碎等，按下煮饭键
或蒸蛋糕键。

大约四十分钟，电饭煲蛋糕便蒸好了，取出电
饭煲内胆，将蛋糕倒扣在盘子里，切成小块即可。

吃的时候，在蛋糕上摆上切成小块的水果，便
是简单的水果蛋糕；淋上酸奶，又是美味的酸奶蛋
糕了。一个人吃着自己做的生日蛋糕，香甜的味
道让隔离也不那么难捱了。

美食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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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业不停服务 闭园不闭资源
——我市文旅行业抗疫实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培清

1月24日，咸宁封城。就在人们纷纷赞
扬战疫前线的英雄时，我市多家酒店也在竭
尽全力为医护人员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默
默地守护“白衣天使”。

1月27日，三江旅游率先响应政府号召，
组织、召集休假员工成立接待小组，积极配合
政府做好医疗专家组等人员的接待工作。三

江旅游每天严格环境消毒和进出人员的防控
管理措施，在切实保障酒店员工健康安全的
情况下，为医疗专家组提供全面的后勤服务。

1月28日，阳光酒店主动承担市中心医院、
中医医院一线医务人员和新闻媒体记者的住宿
任务，迅速制定风险防控预案，先后圆满接待三
批次98名医护人员，支持我市抗疫工作。

2月11日，瑶池温泉酒店在接到接待援咸
云南医护和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接待任务
后，该酒店70余名员工返岗，全面完成酒店防
疫消杀工作，全力保障防护用品和生活物资供
应。酒店还结合云南医疗队饮食习惯，烹饪云
南特色菜肴，推出咸宁特色点心等，并定期安
排志愿者为医疗队提供理发等服务。

全力守护，保障住客安全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中，咸宁文旅行业停业不停服务，闭园不闭资源，共克时艰，打响了文
旅行业的疫情防控攻坚战。

黄河从甘肃兰州城中央奔流而过，狭长
的城市仿佛刀砍斧斫而成。河两边全是山
岭，玉泉山、白塔山、皋兰山，个个名字叫来
都极为好听。由于一条河的展开，人的眼力
有了舒展的空间，可以追随着它的流向，尽
情地延伸到远方，没有任何阻隔。

这一段河道很宽，落差也不大。春汛还
未来临，水流显得徐缓了许多，带来滋润的
气息，应和春天的况味，有一种刚刚好的温
度含纳其中。往常在纸本上读到的黄河那
种巨浪滔天、呼啸奔腾的画面，此刻全然消
失。浑浊的水打着旋儿，一次次地拍打着同
样黄色的河岸，连发出的回响声都不太大。

黄河在人的眼里，千百年前站在它身边
慨叹逝者如斯夫的圣人，与千百年后到来的

凡俗的我，看到的并没有什么差别。当一条
河以不变应对世界之变，更具有了持守的深
沉。

艄公静静地立在河边，干燥脱水的皮肤
显然是长年暴露在烈日和西风中形成的。
在他看来，这条河的存在是天意，上苍让它
从源头流出，与泥沙俱下，又恰好从自己的
家门口经过，自己是要对它负责的。在这方
焦灼干燥的土地上，如何渡过这生活的河，
才是更紧要的。

几只羊皮筏子立在河滩边。在还没有
桥横架其上的时候，往来两岸只能靠竹筏。
竹筏轻且慢，如何使它承受更多的重物，飞
快地行驶？眼前这些鼓鼓囊囊的羊皮，历经
了风吹雨淋，缠绵浸泡在河水之中，皮质更

加紧实有韧性了。十来只大小不等的羊皮
囊绑在竹框架成的横梁上，轻易地托举起四
五个人的重量。艄公撑着竹蒿，老练地往岸
边一点，羊皮筏子轻巧地离开了河岸。

我们赤着脚在河滩上走着。河滩湿润
着，岸边偶尔可以见到石缝里生长出的几簇
野草，倔强地张扬着。初春的风微微地吹，
抬头可以望见岸边的水车园里几架高大的
水车。这里的水车和江南的不同，体型颇为
巨大，静静地挺立着，仿佛是从黄河边耸起
的巨人。黄河岸边的人们在发明水车时费
了一番心思。它借助水力，推动水车轮子上
的叶片，把水从河里提起来，然后再倒到水
斗里，通过水斗来浇灌农田。许多古老的水
车如今已被收藏在博物馆，成了怀旧的记

忆。
夜色从天幕迢迢垂下，黄河渐渐沉入暗

影的包围之中。我们坐在临窗的位置上，静
看从底下流淌而过的黄河。夜色掩映之下，
河水失去了白日里触目可及的色泽，偶尔泛
起的点点波光让人看到它此刻的存在，觉察
出它的神秘深阔。在这个春夜，迎着河面吹
来的晚风，听旧日同窗讲述少年时代的青葱
故事，一切又熟悉得仿佛回到千里之外的故
乡。

行者无疆

春来黄河润兰州
○ 绿萍

（上接第一版）
同时，要求乡镇和县直各单位要高度重

视，积极及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充分利用宣
传栏、电子屏和微信工作群等平台，广泛进
行宣传，弘扬无私奉献和献血救人的人道主
义精神。

将无偿献血活动作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生动实践，作为创建文明单位的具
体举措，要动员辖区内党员干部积极参加无
偿献血，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通过
QQ群、微信群组织居民线上无偿献血报名
工作，做好居民无偿献血组织协调工作。各
网格小区要张贴《无偿献血倡议书》，组织小
区居民开展线上无偿献血报名登记工作，并
将无偿献血人数上报到社区。

温馨提示献血者前一天勿饮酒、保证充
足睡眠，不熬夜，不做剧烈运动。献血当天，
献血者应佩戴口罩，做好防护措施，并带好
本人身份证或献血证。市中心血站将按照

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规定，做好献血
者的安全防护工作，确保献血者安全，打消
献血者的顾虑。

二
3月16日6:30，记者同市中心血站工

作人员一起乘坐采血车从温泉出发，奔赴崇
阳。7：30左右，崇阳县政府大楼后就有好
多献血者在等待献血，目的是为了赶在9点
前献血，以便准时参加疫情防控会议。血站
工作人员一开始工作，大家就开始填表、登
记、检验注册，人多不乱，秩序井然。不到2
个小时，就有30多名干部献血。献血后，他
们顾不上多休息一会，又匆匆赶去上班。

10点左右，采血车来到崇阳天城镇大
集社区献血点，社区工作人和献血者早就在
那里等候。车一停下，血站工作人员紧张忙
碌起来……

“我是从微信群看县发出的抗疫情无
偿献血通知的，也没多想，今天一早，就从

铜钟骑着摩托车直奔天城大集社区。一说
是来县城参加无偿献血的，防控点一路绿
灯。”原崇阳县日杂公司职工徐学军现在县
城开了一家油漆建材店，因年前回老家铜
钟过年，疫情防控一直被隔离在老家，他欣
慰地告诉记者，“医务工作者从全国各地奔
赴北湖，冒死抢救患者，他们才是英雄。若
我所献的血也能救活一名患者的命，我也算
是为抗疫作了点贡献，否则，我会愧对千里
迢迢援鄂的白衣天使！”徐学军一次偶尔机
会，看到献血车上在街上宣传，他出于好奇
心上车去看，听工作人员说，献血不仅对身
体无害，且有益健康，还能拯救患者生命，他
就开始了第一次献血。从2010年起，他每
年献血两次，且从未间断，他认为助人也是
一种快乐！

“八同”无偿献血“姊妹花”，因一同参加
无偿献血而结为情深“姊妹”。来自天城大
集社区疫情防控网格员刘鸿英在填表时发

现，她和崇阳县污水处理公司员工刘丽，一
同“献血”、二同血型“A型”、三同性别“女
性”、四同姓“刘”、五同“年”、六同“月”、七同

“日”、八同“时”，都出生在1992年7月16
日丑时。市中心血站的佘副站长说，因无偿
献血结缘的八同献血者，他还是第一次见
到，真是热血情缘。

截止3月17日，崇阳县参加无偿献血
人数总计729人，献血量达23.42万毫升。
仅用9天的时间就超额完成市下达的到本
月底完成600人参加无偿献血的任务。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崇阳县副县长刘
秋芬告诉记者，这次多（人数多）、快（采血
快）、好（血液好）、省（省时间）率先超额完成
抗疫情无偿献血任务，主要得益于领导重
视、措施得力、群众支持。同时，也得益于无
偿献血乃一项高尚光荣的爱心事业和一件
利国利民的好事，唤起众多爱心人士捋袖献
大爱，捐血救患者，情浓于血的温情。

防控一盘棋，没有哪个单位、哪个人可以
置身棋盘之外。疫情发生后，全市文旅行业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第一时间关停营业场所，
做好免手续费退订房、退订团队、退订门票或
改签工作，并主动参与防疫防控工作。

得知太乙国际温泉度假酒店被选为集中医
学观察隔离点后，酒店马上把整个度假村交给
政府使用。“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我们也
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公司营销经理孟先生说。

为防止疫情扩散，我市先后停运了公共
交通，关闭了离咸通道，一批在咸滞留游客有
家不能回。速8酒店克服人手紧缺、物资储备
不足等各方面困难，接收安置了滞留在咸的
全部游客。

1月28日，速8酒店新二号桥店的12名
员工分头行动，清洁酒店场所、采购后厨食
材、检修供水供电线路，并在当天完成了78
名游客测温，办理入住登记。酒店工作人员

每天对入住的客人进行测温登记，提供完善
的各项服务。滞留在速8酒店的浙江杭州女
子足球队主力门将乌日力格说：“真是没想到
会在咸宁待上这么长时间，不过，这时候能有
个安心的地方住，有周到的服务，这已经很不
错了。”

“滞留在这里，遇到这样一个暖心的酒店和
这些好人，我觉得我的运气真是挺好的，我真的
很感谢他们！”游客卓丽说。

全时在线，服务滞咸旅客

疫病无情人有情，当得知因为大多数餐饮
单位歇业，坚守岗位的一线医护人员就餐不便，
只能靠饼干、泡面充饥后，湖北家宴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宴酒店）管理层毅然决定不
计成本、不谈报酬，用行动守“胃”抗疫前线。

1月25日，家宴酒店召回主动报名的5名
员工，利用节前储备的食材物资烹饪爱心盒饭，
确保抗疫一线的医护、公安、交警、志愿者能吃
上热乎饭菜。在家宴酒店的影响下，小食候湘

（咸宁南岛店）、温泉老实老食、老兴国土豚汤
（咸宁店）等餐饮企业纷纷加入到爱心供应中。

得知食材不够，通城一位爱心农场主决定
无偿捐出自己饲养的800多只鸽子。当6名女
志愿者把800多只鸽子全部杀好、清理干净装
上车，已是晚上10点钟。整整一天，每个人就
吃了一碗泡面。

截止2月29日，家宴酒店累计送出爱心盒
饭10000余份。

2月20日，碧桂园集团、国强公益基金会出
资，与原本歇业的咸宁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与
碧桂园咸宁片区联手，召集21名员工，紧急协
调联系供应商，采购食材，制作291份“五星级”
爱心盒饭，送给抗疫一线工作人员。截止目前，
碧桂园已经送出约10000份爱心盒饭。公司品
牌部经理万晶表示，咸宁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
会将“五星级”爱心盒饭活动持续到疫情结束那
天。

全力以赴，守“胃”抗疫前线

疫情牵动每个人的心，咸宁文旅企业、
民间团体自发捐款捐物，共抗疫情。

截止目前，全市文旅单位和民间团体共
捐款685.4849万元，捐赠蔬菜、盒饭、防疫用
品若干。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文旅企业和文
旅人投身到疫情防控一线。

崇阳三特公司组织员工开展了“浪口温
泉阳光行动”公益活动，向坚守在一线的崇阳

抗疫指挥部、县中医院无偿捐赠上万斤景区
自产的有机蔬菜。公司还在第一时间成立志
愿者小分队，对景区周边村庄进行帮扶消毒
杀菌、发放防疫口罩，进行防控宣传。

通山县源远孔雀种养殖有限公司为抗击
疫情捐赠价值1.5万元的土鸡，公司的皮卡车
一直免费帮界水岭村运送物资，公司总经理
王文教坚持在本村做联防工作。

海外旅行社副总经理石军志愿参加担任
防疫应急车辆驾驶员，十几天来与一线医护人
员并肩作战，每天负责疑似病例的接送工作。

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致敬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感谢援助咸宁的全
国各地爱心企业和个人，我市即将出台咸宁
旅游景区景点感恩免票活动，以此来纪念这
场上下齐心的战疫。

全心付出，捐赠爱心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