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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烤秋刀鱼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周杰伦在《七里香》中唱到：“秋刀鱼的滋味，猫
跟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

小时候的我并不识曲中意，总是边听边想着，
秋刀鱼，到底是什么滋味呢，我也是真的很想了解。

后面渐渐长大，吃到越来越多的美食，也品尝
到了秋刀鱼的滋味，香味浓郁，口感非常好，尤其
是烤秋刀鱼，味道一绝！

秋刀鱼，顾名思义，秋天里长得像刀一样的
鱼。秋刀鱼体型细圆，棒状，分布于北太平洋区，
包括日本海、阿拉斯加等海域，日本和韩国都有吃
秋刀鱼的传统，而随着日韩餐饮文化的流行，咸宁
餐厅做秋刀鱼的也越来越多。

可能是太过想念，日常生活中叨叨的太多，大
数据都知道了，看抖音的时候连续刷到了好几个秋
刀鱼的教学视频，视频里的烤秋刀鱼色香味俱全，看
得人心痒难耐，遂决定爬起来自己动手做这道菜。

烤秋刀鱼的做法很简单，最重要的是秋刀鱼
和烤箱，再配有柠檬、生姜、孜然、黑胡椒、生抽、料
酒、盐等厨房佐料即可。

秋刀鱼是海鱼，买不到新鲜的，就买的超市冰
冻过的。首先将化冻的秋刀鱼去膛，背部划几刀，
用厨房纸吸干水分。在鱼肚子和鱼身撒上姜丝，
再加生抽、白酒、盐、白醋腌制，放置20分钟直到
入味。

烤箱180度预热，预热好之后，用硅胶刷在秋刀
鱼表面均匀的刷上色拉油，并撒上孜然粉、黑胡椒末。

用锡纸制作烤盘，将鱼放在烤盘内烤15分
钟，然后把鱼从烤箱里拿出换一个方向，继续用硅
胶刷将烤盘中的油刷在鱼身上，再烤15分钟。

待时间到，出炉撒上柠檬汁，香烤秋刀鱼就可
以吃了！

刚烤好的秋刀鱼色泽金黄，滋滋的冒着热气，
一口咬下，烤制得酥脆的鱼皮之下是细嫩的鱼肉，
而海鱼的咸鲜又与孜然、黑胡椒的香辣结合的恰
到好处，不愧是歌中所唱，猫跟你都想了解。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防疫工作获称赞
本报讯 通讯员陆世波报道：日前，市住房公积金

中心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碧桂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的
党支部书记和社区干部为感谢公积金中心全体干部职
工对小区疫情防控工作做出的贡献，特意送来一面锦
旗，这是该中心在疫情防控期间收到的第二面锦旗。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该中心党组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中心主要负责人贾继平和干部职工一起，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长期坚守防疫一线，用真情与
奉献筑牢筑实疫情防控的防护墙，赢得了值守社区居民
的一致称赞。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赴驻点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李名水、张蒙晰报道：4月29日上午，市

住房公积金中心组织党员干部下沉至精准扶贫驻点村嘉鱼县
陆溪镇虎山村开展第5期支部主题党日+“爱国卫生运动”活动。

活动当日，该中心党员干部与驻村干部和镇、村干部
一起清理垃圾、清扫路面，向村民说明卫生运动的重要
性、必要性，引导村民树立“改善环境，共享健康”理念，在
中心党员干部及虎山村村干部的带动下，许多村民甚至
孩童也纷纷加入，主动清扫垃圾和杂物。防控疫情离不
开健康卫生的环境，健康卫生的环境离不开全民参与，进
一步强化卫生环境，提高群众公共卫生安全意识，为早日
全面战胜新冠肺炎疫情营造良好环境。

随后，中心干部开展访民情，解民忧。走访贫困户，了解
贫困户因疫情影响的困难，询问今年开展的产业情况。在中
心主任贾继平的带领下，中心干部积极响应消费扶贫提升工
程号召，“以购代捐、以买带帮”的方式采购贫困户家的土鸡蛋、
龙虾等农产品，解决贫困户农产品销路难问题，此次活动总计
帮助贫困户销售664枚土鸡蛋，40斤小龙虾，帮助贫困户把农
产品销出去，通过“以购代捐、以买带帮”的方式助力扶贫。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协办
服务热线：8130231 8273649

赏花、踏青、采摘、垂钓……“五一”假期，
疫情防控还在继续，远离城市喧嚣来一场“自
由透气”的乡村游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

5月3日，位于咸安区汀泗桥镇洪口村
的熊家湾，游人在出示健康码、接受体温检
测后有序进入景区。在景区内，游人徜徉
于乡村景色之中，不时拍照留念。

在熊家湾民宿，鄂州、孝感、赤壁、通山
等地的自驾车游人慕名前来。记者现场看
到，前来住宿的游客需测量体温，扫描健康
码，并登记相关健康信息后才能办理入住。

在村内，游客有的在池塘边体验垂钓，
有的在玩水车，有的在欣赏或拍摄户外美
景，水塘边、观光栈道上，三三两两的人群
在惬意地游玩。民宿负责人介绍，一个星

期前，客房就开始被预定了。因为受疫情
影响，基本都是咸宁周边的游客。

来自鄂州的陈先生经朋友介绍后自驾
到这里游玩，他说：“这里环境好，住在这里
品味乡村生活的原生态韵味，甚是惬意。”

五一期间，嘉鱼县新街镇也迎来了乡村
游的小高峰。当天，新街镇世外萄园基地
内，陆陆续续看到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桑葚。

走进基地可以看到郁郁葱葱的桑叶
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桑葚挂满枝头，令人
馋涎欲滴。6亩的桑葚，红的娇艳，紫的浓
郁，黑的香甜，品尝起来酸甜可口。

“疫情尚未结束，为了保障大家的安
全，游客入园前将进行体温检测，我们将限
制同一时段同一区域进园采摘的人数，并

提醒大家戴好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基地负
责人王学军介绍，受疫情影响，今年前来采
摘桑葚的游客相比去年明显减少，桑葚的
成熟期短，随着产量的逐渐增加，该基地正
积极寻求网络销售平台，扩大销售渠道。

在通山县厦铺镇冷水坪村，鸟鸣山涧，
流水潺潺。在山林深处，有一小瀑布，瀑布
下有个浅水潭，水汽随风飘来，带着丝丝凉
意。周边的群众，或一家大小或三五好友
结伴前来游玩。通山县居民小美说：“这里
空气清新，溪水清凉。人们不会太集中，很
适合放松。”

崇阳县青山水库边上，山清水秀，环境
清幽，这个假期也吸引了许多游客过来游
玩。除了戏水，沿着山路开车兜风也是不

错的体验。崇阳县居民彭先生就专门从县
城开着摩托车过来兜风：“山路弯弯，风光
无限，无拘无束，心旷神怡。”

记者走访了解到，嘉鱼县官桥八组、咸安
区洪口村、赤壁市羊楼洞、通山县石门村等成
为当地的网红点，吸引了许多游客打卡。

乡村游的回暖也带旺周边农家乐。这
个假期，到咸安区宝丰农业采摘园采摘水果
和烧烤的客人也多了起来，农场里的秋千和
吊床甚至“一位难求”。看着来此游玩的客
人，宝丰农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她也有了
新的计划。“我想多增加一些亲子游乐设施，
把烧烤炉和供游客做饭的灶台搭起来。”她
相信疫情过后，乡村游会迎来热潮，他们要
提前做好准备，打好基础，走得更远。

乡村美景迎客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出行贴士

出游如何防晒？
出门旅行本是件快乐的事情，但如果在大太

阳下出行，皮肤难免受伤，无形给身心增压。
出游防晒应注意以下几点：
1、炎热的时节不宜长时间做日光浴，野外活

动要涂防晒油，戴上遮阳帽和墨镜。
2、上午11时到下午3时是紫外线最强、杀伤

力最大的时候，这段时间要尽量少晒阳光。
3、出游前20分钟，应涂好防晒品，在涂抹时，不

要忽略了脖子、下巴、耳朵等地方；另外，夏季出汗多，
汗水会把防晒品冲掉，应该每隔几个小时再涂一遍。

4、不仅是皮肤，头发也应防晒，在夏季出游
时，最好撑把遮阳伞或戴遮阳帽；另外游泳时应戴
泳帽，上岸后及时用清水冲洗头发。

5、如果已被晒伤，可在夜间进行保养，选择一
些具有安抚、镇定及舒缓肌肤促进细胞再生的修护液
涂擦；避免用热水清洗和再次曝晒；同时，不要抓挠灼伤
的肌肤，以免细菌感染或留下疤痕。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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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与旅游联姻一拍即合，人们的
旅行习惯也随之悄然改变。出游前，看短
视频做攻略；旅游时，拍视频分享经历和
经验。旅游目的地则将短视频作为营销
新利器。目前，“云旅游”走进了更多人的
生活，数字旅游的步伐不断加快，短视频
和旅游的互动更加频繁和深入。

日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
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短视频用户
规模为7.73亿，占网民整体的85.6%。在
带动乡村旅游、推动农产品销售等方面，
短视频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大众成为“代言人”

上海青年钱圣东是个视频博主，以网
名“G僧东”发布了系列上海旅游视频，通
过自己的视角，展现上海的历史文化、市
井风情，给网友带去原汁原味的上海旅游
体验。许多网友看了他的视频，跟着他的
路线游上海，他也被网友称为“上海旅游
民间代言人”。

短视频已成为人们交流的一种新方
式，人们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创造力，表
达自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内容为王”绝
不是一句空话，网友们会用点击量作出回
答。像“G 僧东”这样能够提供有趣、有
用、优质视频的创作者们，才能吸引众多

“粉丝”。而优质视频带来的传播效应，对
于一个旅游目的地而言不容小视。

2017年被称为“短视频元年”，这一

年，重庆李子坝的“轻轨穿楼”经由短视频
的传播，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的游客专程前
往拍摄。另一座从短视频中获益匪浅的
城市西安，2018年旅游业总收入同比增
长了50%以上。

这两座城市最初经由短视频走红，
看上去是“无心插柳”。此后，各地政府
逐渐重视短视频的传播作用。例如，甘
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期望挖掘优秀的短视
频作品，催生一批甘南文化旅游“代言
人”，助力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2019年
年底，浙江嘉善县举办“我是嘉善代言
人”短视频大赛，以短视频的形式，从城

市发展、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多方面展
现嘉善魅力。

4月下旬，山东省烟台市文化和旅游
局发布一则消息，举办“鲜美烟台”短视频
大赛，邀请广大网友拿起相机、手机当“主
播”，记录、推荐烟台的美景、美食、美宿，
并通过各大短视频平台宣传“鲜美烟台”，
为烟台旅游“代言”。

展示形象的“窗口”

短视频持续火热，各大短视频平台吸
引了数以亿计的个体用户，也带起了一股

“跟着短视频去旅游”的风潮。吸引新游
客、留住回头客，是旅游目的地招徕客源
的两大重要渠道。短视频给还未出行的
人“种草”，让他们成为新游客，同时给去
过的游客提供分享的平台。一段十多秒
的视频就能让一座城市或一个旅游景区
一夜爆火，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这无疑
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地方旅游主管部门、旅游景区、旅游
企业等开始纷纷“牵手”短视频，一批批
政务公号进驻短视频平台，推广当地的
文化旅游资源，成为发布的重要内容之
一。广西自治区、市、县（区）三级旅游部
门集体入驻政务抖音号；新疆哈密与短
视频平台快手合作，通过“视频直播+旅
游”的模式，扩大哈密的旅游宣传；湖北
恩施利用抖音短视频，打响了新开发旅
游城市的知名度，带火了当地旅游发展；
经由短视频传播，河南栾川县的老君山
风景名胜区成为2019年抖音上最火的
景点之一。

2018年9月，抖音、头条指数与清华
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城市品牌研
究室联合发布了《短视频与城市形象研究
白皮书》，解读平台上热门城市的形象建
设，是国内首份全面解读短视频时代城市
形象建设的白皮书。《2019全国短视频创
意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政务短视频已成
为各级政府形象传播的重要窗口。如何
通过高质量、有传播力的短视频，讲好本
地故事、展示城市形象，受到地方政府的
重视。《成都有高手》《美丽西藏》《相聚乌
镇》等短视频，对展示当地文化、风光等起
到了良好的传播作用。中国外文局当代
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孙敬鑫
撰文指出，“各地希望在短视频领域能有
一番作为”。

美丽经济火起来

近一段时间，北京海淀市民黄女士平
均每天都要帮母亲取好几件快递，一问才
知道，这些都是母亲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购
买的各地土特产。母亲告诉她：“这些都
是当地政府领导推荐的，质量一定有保
障，还能为助农出一份力。”

登录该短视频平台，黄女士搜索发
现，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拍摄短视频，变身
主播，为家乡特产卖力吆喝，例如湖北荆
门市长推荐特产腊香鸡，陕西商洛县副县
长为洛南核桃、豆腐特色农产品代言，四
川通江县长给银耳“带货”等。“这些视频
很接地气，播放量和点赞量都挺高，人气
很旺，网友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黄女
士说。

短视频中，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在推荐
当地土特产的同时，也会同时介绍当地的
地理位置、风光资源、文化特色等，卖货的
短视频同时成了旅游宣传片。

对于许多贫困地区而言，发展旅游是
一条重要的脱贫途径。在许多地方，旅游
扶贫正逐渐从单纯的卖风景向卖特产、卖
文化、卖生活等综合效应转变，旅游产业
链条不断延伸。

2019年底，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
布的《短视频与扶贫报告》指出，短视频
与电商、旅游等领域的融合发展，催生了

“短视频+扶贫”的新扶贫模式，通过短视
频的形式记录和传播贫困地区的特色美
食、美景和人文风情，助力贫困地区实现
脱贫。这种模式也被称为“造血式”扶
贫，赋予农民自己扩大再生产实现脱贫
致富的能力。 （本报综合）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名医风采
赵正据，教授，主任医师,专长：骨外科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委员，咸宁

市外科学会常委，咸宁市外科学会骨科分会副主
委，咸宁市知联会理事，长期从事骨科临床及外
科教学工作，擅长四肢复杂骨折、脊柱和骨盆骨
折等创伤骨科的治疗。

余后火，主任医师，副教授
原咸宁市中心医院腹腔镜中心主任兼普外

胸外副主任,湖北省腹腔镜学会1-7届常委，湖北
省普外科学会委员，咸宁市外科学会常委。咸宁
市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咸宁市医疗事故鉴定专
家。从事普外科工作30余年，熟练完成甲状腺、
乳腺、肝、胆、胃、肠、胰、脾各种普外科高难度手
术，发表医学论文20余篇，参编著作5部。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
了5个特色鲜明的专业和学科方向：普外科、骨外科、泌尿外
科、心胸外科、手足外科。其中教授、主任医生3人，副主任医
生4人，主治医生8人，并配有腹腔镜、超声刀、麦默通、C臂
机、胆道镜、关节镜等各种进口设备齐全。

外
科
简
介

医院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马柏大道168号（东门）/茶花路58号（西门）
健康热线：0715—8102616

医院简介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医学
院/咸宁市精神卫生中心，三块牌子一套班
子。医院座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占地面
积53.6亩，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医院（医
学院）现有职工500人，其中正高职称29人，
副高职称65人；博士27人，硕士52人；二级
教授4人，三级教授4人；国务院津贴专家1
人，省政府津贴专家5人，楚天学者和彩虹学
者4人。

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
综合医院，开放病床650张。开设有内科、
外科、妇产科、儿科、精神科、老年科、心理
科、中医康复科、感染性疾病科、肿瘤科、五
官科、皮肤科、体检中心、检验科、病理科、放
射科、超声科、机能科等临床医技科室；购置
有磁共振（MRI）、CT、彩超、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DR机、数字胃肠机等一系列先进的大
中型诊疗设备。

医院秉承“科教创院、人才强院、特色兴
院”的办院理念和“为病人谋福利、为咸宁添
活力”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身心
健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