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者无疆

江南的景致得益于大运河的河水，丰沛
的水源，水水相连，形成沟渠相通，两岸之
间，搭一座石桥，桥连着河，河也连着桥，塘
岸，也像白公苏公植柳建亭，水乡江南即刻
婉约生动。

倘若把江南比作一串项链，西塘则是其
中的一颗明珠。明珠夜里发光，熠熠生辉，
夜色里的西塘亦如夜明珠般动人，让人神游
千载，心骛八极。人云：西塘，最好晚上去。
夜色中的西塘，隔着一层面纱，愈发神秘而
妩媚，愈发让尘世烟火中的人浮想联翩，生
发出细睹的渴望。漫步水湄，临河而坐，诗
意自然而生。

满月的夜晚，我穿过长长的街巷，来到

西塘。放眼望去，河两岸店铺鳞次栉比，临
水而立，大红灯笼似串串冰糖葫芦挂在屋檐
下，在水中留下摇曳的身影。千米长的廊棚
内，青石板上人影游动，昏黄的灯影下，青石
板早被磨得光亮。隔岸的酒吧里，朋友相
约，边喝啤酒，边听歌手弹唱。歌声伴着音
乐渡河而至，河面上，“刺啦”一声，鱼儿惊
起，霎时，水面上丝绸般的波纹渐行渐远。
莫非鱼儿也在欣赏美妙的音乐？

夜色温柔而甜蜜。坐在美人靠上，背对
着西塘一湾水波，啜吸着柠檬果汁，三三两
两的游客从眼前走过，有些正吃着麦芽塌饼
一类的特色糕点，迎面吹来的风中似乎都有
了丝丝甜香。

西塘，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
筑，现代的人，行走水乡，宛若走进水墨西塘
画卷中，烟雨濛濛，白墙黛瓦。两岸店铺酒
肆，古色古香，木质雕镂的门窗，廊曲幽深的
小巷，一条条青石板铺就的路面。路过唐家
巷，我不住地看着，水墨色的江南瓦当砖墙，
檐下的红灯笼，就像水墨江南夜色里的一枚
红印章，明亮闪耀。行到巷子尽头时，抬头
看巷子的高墙顶端，一尾芭蕉叶飘然墙外，
两层楼高的芭蕉，我很少见到。

那天的晚餐是在临水的一处木屋里品
尝的，脚下便是西塘流淌着的水，发出泠泠
清音。暮色下，深蓝色的水面上，空泛着一
条木船。东坡夜游承天寺，以闲人自称；张

岱赏雪湖心亭，以痴人自得，而我尤喜“我本
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的唱词，那就以散人自
居吧。傍晚时分，约三两友，临水而聚，置一
木桌，花生米一碟，米酒一壶，油煎小鲫鱼、
红烧小龙虾各一盘，推杯换盏。这样简约闲
散的生活，正是我心中向往的。

江南归来，夜雨正浓，帘外阔大的芭蕉
下，雨打芭蕉发出“滴答滴答”声，恍惚中我
又梦回西塘。

去西塘赏夜景
○ 常兴胜

到盘山吃春天
○ 郭姝莹

莺初解语，最是一年春好处。人间四
季，春天最令人赏心悦目。

冰雪消融，溪水潺潺，看到远山渐绿的
颜色，那是春的语言。

草长莺飞，丝绦拂堤，看到枝头欢乐的
雀跃，那是春的呢喃。

这妖娆的春色，不仅养眼，更养人。中
国自古就有在立春之日做春盘，吃春饼、春
卷，曰“咬春”。一个“咬”字，春便活了，春天
吃进了嘴，也入了心。

“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
在文人那里，吃春天是雅趣和才情。

吃春天，才是热爱春天最好的方式。我
们民宿的春天是从主人和客人一起挖野菜、
吃野菜开始的……

守一处山水人家，温一壶诗酒禅茶。诗

意到骨子里的天津玉石庄园，是一家治愈系
民宿。山水之间，花前月下，最重要的是时
令 野 菜 当 家 。 玉 石 庄 园 坐 落 在 国 家
AAAAA级景区盘山，山清水秀，一年四
季，尤其在春天，野菜种类极其丰富。
春天，是一个适合咀嚼的季节。传说中“华
佗三试茵陈”的绵茵陈是护肝的良药，应该
算是报春最早的精灵，在咱家民宿山前山后
到处都是。采回家来，清洗干净，撒上面粉，
放入蒸笼内蒸熟，放盐、辣椒油和蒜汁搅拌
均匀，夹一筷子放进嘴里，先是淡淡的清香，
瞬间溢满口腔，然后是沙绵的口感，携带着
恰到好处的甜，在舌尖欢呼雀跃，几乎不用
咀嚼，春意便在口中化开。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荠菜鲜美，非一般菜蔬所能比拟。荠菜食用

方法多样，或凉拌、或清炒、或汆汤，简单些，
蘸酱就可以吃，又香又鲜，美味至极。而荠
菜饺子最是一绝，一嘴咬开，荠菜清香混合着山
野间的灵气，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很快，荠菜
便开出了小白花，连根拔出来，煮一锅荠菜鸡
蛋，古来民间盛传“荠菜煮鸡蛋赛仙丹”。

“清明螺，赛肥鹅”。螺蛳是农家的“鲍
鱼”。清明前后，在冬眠中苏醒的螺蛳，从泥
沙中爬了出来，这时节是吃螺蛳的最佳时
令。在玉石庄园民宿别墅后，有一面神仙湖，
水质好，螺蛳肥，很容易就能摸一盆，洗干净
用蛋清养两天，可煮可炒。吸田螺讲究爆发
力，如果一下没吸出来，再用力吸也出不来
了，因为螺肉已经卡住，这时候吸一下尾部复
位，再吸正面，螺肉吸溜一下就冲了出来。

心浮气躁者，吃不得田螺；心有田园者，

得田螺妙趣，轻嘬慢咄品味时光。
几场春雨过后，山上的香椿树便开始萌

芽了，紫红色的叶片色泽光亮，在漫山的嫩
绿之间显得格外喜人。香椿的时节性很强，
天气好的话两三天就能长成，多一天就变老
了，所以老话儿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雨后香
椿变木质”。谷雨之前的香椿芽，香气扑鼻，
鲜嫩欲滴。用鸡蛋面糊拖香椿炸香椿鱼儿是
春日餐桌上的时令美食，金黄翠绿，趁热夹一
筷子，又香又脆，整个春天都包进嘴里了。

从三月的绵茵陈、苦蝶儿，四月的野蒜、
野韭菜、艾草青团，谷雨前的香椿、榆钱儿，
直到五月里的洋槐花。细细数来，春天的每
一道吃，都吃得满足，无所保留。对于父辈
来说，吃的是生活和应季，对于我们而言，吃
的是对乡村的牵挂与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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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拌饭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小小一瓶酱，百搭又提味，既可以成为家常菜
画龙点睛的“秘密武器”，又可以成为“手残党”们
超实用的“速成神器”，仿佛能迅速打通食物的任
督二脉，简单的料理加了这些自制美味酱料之后，
也会觉得自己秒变大厨！

我从小就喜欢吃拌饭酱，尤其是妈妈做的牛
肉拌饭酱，一勺酱可以吃上一大碗白米饭。参加
工作后，妈妈时不时地还要邮寄几罐自制牛肉拌
饭酱，给我解解馋。这几年，妈妈疾病缠身，腿脚
也不方便，牛肉拌饭酱就成为了一种奢侈。

近日，在妈妈的悉心指导下，我也尝试着做了
一回牛肉拌饭酱。这罐拌饭酱做法简单，只要半
个多小时。

买半斤多新鲜的牛腩肉，去掉表层的筋膜，切
成2到3厘米的大粒。准备20克姜（两片），4瓣
蒜切成沫，捻一点点五香粉，加入一勺白酒，抓
匀。绕圈浇上2勺油，晃动容器使油能均匀裹在
牛肉表面上，静置20分钟，在中餐厨房中，这个动
作叫油封。夏天需要冷藏，这季节就常温。油封
牛肉时，按份量准备好以下调料，一会依次往锅里
倒就行。

熟花生仁30克，切成粗粒。蚝油用80克，用
中式瓷勺约5勺。锅内倒入油，放入牛肉。油要
没过牛肉，少了做出的酱会干。多放些油，牛肉酱
保质时间更长。开大火，让油和牛肉在锅里一起
熬煮，等牛肉渐渐变白。

倒入黑豆豉搅拌均匀，加入辣椒粉继续搅
拌。这一步大约需要2分钟。加入白芝麻，转小
火，再加上花生末，慢慢搅动。

大约七八分钟后，尝一下口感，牛肉煮软后，
加入甜面酱和生抽调味；继续熬煮1分钟闻到花
生香味后，倒入蚝油，继续搅动，让味道更加均
匀。再等3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全程一共才两步，加起来只要半个多小时。
使用干净的勺子取食，可在冰箱保存至少10天。
吃时微波炉叮一下，拌面拌饭全能。

蒸上一锅白米饭，用碗装好，铺上几勺牛肉拌
饭酱，热气腾腾的米饭和牛肉酱混合，散发出来的
味道，好香。

美食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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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费者来说，近期从旅游直播渠
道购买旅游产品，要特别注意几点：首先，
需要注意所购买旅游产品的有效期，一些
产品有效期可能只有三个月，像到6月30
日，一定要尽快预约使用，尤其是过期不
可退的产品，若过期了就无法退款，容易
造成损失；其次，旅游直播预售的产品有

不少都是平日和周末价格有差别，比如周
末需要额外加费用才能入住，这个成本也
需要计算进去；此外，一定要注意购买产
品的平台是否靠谱，一些小型平台有无法
兑现产品的风险存在，切不可因为低价盲
目购买。

对旅游业界来说，全民“直播带货”的

热潮下，旅游直播是否会成为未来旅游营
销的重要方向？事实上，旅游人的直播带
货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看好，毕
竟旅游需要决策时间，让人立刻买单并不
容易。但无论如何，这也是旅游促销的一
种新探索，值得关注。

旅游直播这一创新的营销方式，也为

疫后旅游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对此，财经
分析师尤亦韬认为，疫情正在敦促各行业
创新，旅游企业的一系列尝试将形成四方
面的合力——地方政府、消费者、合作伙
伴及平台自身，他认为：“也只有在创新中
找到新的动力，才能在疫后占据‘第一制
高点’。” （本报综合）

提醒：留心风险防损失

近期，各行各业掀起了直播热潮，就连旅游业也开始试水

直播带货，旅业CEO、旅游企业员工、大厨、旅游达人KOL们

化身主播,为旅游产品带货，甚至创下日销千万元的神话。在

此之前，网络直播带货的大多是美妆、日用品等快消类产品，

旅游产品因为需要涉及到假期安排等多种因素，并非消费者

可冲动决定购买的商品，因为实时转化率低，所以甚少涉足直

播销售的领域。疫情催生的“宅经济”助推了直播商业模式的

拓展，旅游业内人士纷纷变身旅游界“李佳琦”和“薇娅”通过

直播带货，各种高折扣的预售类旅游产品通过直播渠道取得

不俗的销售佳绩，从中让人看到了旅游业与直播生态融合与

创新带来的新机遇。究竟近期旅游直播能如此带货的真正原

因是什么？直播是否代表了旅游销售的未来？

疫情期间，直播带货发展得风生水起，就连以
往不常利用直播平台带货的旅游业人士也坐不住
了，业内大咖、达人纷纷上阵，在镜头前卖起旅游产
品。

前不久，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的网络直播首秀
吸引了不少关注。不少旅游企业还通过直播平台为
合作商家搭建“舞台”，如景域驴妈妈此前联合了数十
家知名文旅集团及地方政府主办“全国100位县长爱

心义卖直播大会”，做起了“文旅助农”。
高端酒店业也试水直播带货，推出明星大厨在

线教做菜等直播活动，看中的是宅家期间吃什么，
成为很多人每天的重要“课题”，如在淘宝直播平
台的“万豪全球游直播间”，酒店也借机推出系列
餐饮优惠套餐，看完直播后，意欲未尽的消费者顺
便购买餐饮套票，餐饮套票使用期长达半年甚至
一年。

创新：旅游人试水直播

记者发现，在几场声势浩大的旅游直
播活动中，热售的产品几乎都是清一色的
酒店套票，而且是高星级、度假类的酒店
套票为主，虽然客单价相对较高，但依然
有不少拥趸，而一些品牌名气不太大，客
单价较低的产品却少人问津。目前，旅游
直播带货的货源中，基本上都是酒店套票

类的产品，存在直播产品类别单一的问
题，门票、目的地旅游等类别的产品不多，
品类不够丰富。

此外，虽然旅游业界都在声势浩大地
搞直播，但也只有少数几位业内大咖带货
才能引起关注，旅游业直播还没能诞生

“李佳琦”“薇娅”这种现象级的主播。有

媒体曾进入一些由旅行社、景区推出的直
播间，主播明显缺乏对旅游业的了解，或
是尬聊，或是没有感染力，本身就不像日
用产品那样让人有冲动购买意愿的旅游
产品就更难让人决定立即购买了。

事实上，旅游直播的主播本身需要
相当丰富的知识储备，形象、口头表达

能力等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旅
游产品的销售有一定的专业性，并不
是像卖美妆那样高呼几句“太美了”

“好用到爆炸”就可以的，旅游主播还
需要对目的地的资源和线路有一定的
了解，并不时与粉丝互动，及时解答他
们的问题。

问题：直播产品太单一

买家：“无损退”才会购买
旅游业试水直播不是近期才有的新

现象，此前一大批网红、KOL已经尝试通
过各直播平台进行旅游直播，只不过此次
直播的主角变成了行业大咖。再加上此
前网红旅游直播时通常是以“种草”为主，
直接转化成购买行为的比例很低，这也是
因为旅游产品本身的性质决定——并非
快消品，也不是价格低廉的日用品，购买
旅游产品需要有一个相对慎重的“规划到

决策”的过程。因此，旅游直播种草并不
等于带货。

对于受欢迎的直播产品，消费者余小
姐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宅家很长时间，
想出去玩的心蠢蠢欲动，看到本来就心仪
的旅游度假产品价格低得让人心动，而且
可以过期无损退订，所以即便是没有出行
也不会浪费，就先囤了再说。”

从近期旅游直播的产品特色来看，会

有一些相似点。首先是价格便宜，其力度
不亚于“双11”。其次，直播带货以酒店
度假产品为主，连不少以往不怎么参与促
销的高星级热门酒店都参与其中。另外，

“过期退”“无损退”的宽松规定让不少人
担心错过优惠，先买了再说，抱着“去不了
反正可以退”的心理，很多人也很可能在
观看旅游直播时为未来可能的出游需求
先买单。

旅游业界在试水直播之后，也纷纷表
示会将直播模式进行下去。携程集团副
总裁孙天旭看好直播对行业复苏的助推
力：“直播作为携程酒店预售的大胆尝试，
或将延续下去，每周一播。”景域驴妈妈透
露，计划以后每月都将举办一次类似活
动，让消费者在线上购买到一手农特产品
的同时，还可跟随直播镜头，领略旅游目
的地的风采。

出行贴士

郊野垂钓，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其乐融融。然
而，游玩时务必注意安全防护问题。

1.了解潮汐涨落规律。在江河矶石上垂钓，
要向当地人事先了解潮汐涨落的规律，比如中外
驰名的钱塘潮水潮涨潮落的水位差可达三米多，
倘不了解，一旦潮水袭来，其势非人力可挡，会为
潮水所吞没。

2.船钓的注意事项。在江河、湖泊中进行船
钓时，防止浪涛的冲击，要有高超的驾船能力，以
应付钓到大鱼后的多变形势，乘坐时，不要偏坐船
舷一侧。

3.垂钓时要提防被毒蛇咬伤。用柔软的绳带
扎紧伤口的上方，防止毒液扩散。将伤口浸入水
中，并用手挤压排除毒液，或者用嘴吸吮毒液，边
吸边吐出。在伤口处涂一些雄黄、干姜粉末。在
上述急救处理后，立即到附近医院就诊。

4.在多雨的夏季，到郊野垂钓，要防止雷击。
避雨时，千万注意不要在树下或髙压线附近避
雨。突遇雷雨大作，无法躲避的时候，可尽量降低
身体的髙度，甚而伏在地面，则更安全。

5.要了解汛期时间。在江河中垂钓，要了解
汛期的时间，如果是汛期出钓，钓前要做好迅速撤
离的准备，以防洪水突袭。

6.涉水垂钓的注意事项。有些钓者长期以来
形成了涉水垂钓的习惯，到郊野垂钓，虽不了解水
下地形，也自恃会游水，悍然穿着水裤下水，这样
一旦踏人陡然变形的深坑栽倒于水中，会因水裤
内灌入河水而发生危险。所以，涉水垂钓者应手
持探竿弄清路径，再向前行，会更安全。

7.要防蜂蜇、虫咬、蚂蟥叮。在荒郊野外，蜈
蚣、野蜂等很多，一旦被叮咬，疼痛异常，有的还会
致人死亡，必须注意防护。尽量不要选杂草丛生
处做钓点，这些地方往往是毒虫的栖身处。钓鱼
时，要穿上长衣、长裤、袜子、鞋，不打赤脚，特别是
夏季夜钓时更要如此。防蜂的办法是不要去招
惹，一旦被蜂蜇伤，可用碘酒涂抹伤口，或将苏打、
面碱稀释后，冲洗伤处，可减轻肿痛。防治虫咬的
办法是常备一些药物，诸如风油精、清凉油、驱蚊
霜等。防蚂蟥的办法是下水前穿水靴，一旦没穿
水靴，下水被蚂蟥叮上，用手或用鞋底拍打，蚂蟥
自会脱落，然后，再用手挤压伤处，令污血流出即
可。

(本报综合)

郊野垂钓的防护

旅游业能否试出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