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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风淳味

鱼肉的肌纤维比较短，蛋白

质组织结构松散，水分含量比较

多，因此肉质比较嫩，和禽畜相

比，吃起来更觉软嫩，也更容易

消化吸收。鱼类具有高蛋白、低

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含量丰富，

口味好，易消化吸收的优点。鱼

肉营养价值极高，经研究发现，

儿童经常食用鱼类，其生长发育

比较快，智力的发展也比较好，

而且经常食用鱼类，人的身体比

较健壮，寿命也比较长。将鱼肉

做成鱼茸更方便老人和孩子食

用。

主料：有机鱼肉５００克；

辅料：火腿３片，菜心３颗，香菇

１片；调料：盐３克，味精２克。

材料准备好后，把有机鱼肉

刮成鱼茸，再将鱼茸按顺时针方

向打上劲，然后挤成一个个鱼

圆，放入冷水锅中，先大火后中

火慢煮熟。将火腿、菜心、香菇

烫好，放入调好味的鱼圆上，摆

成型即可。

这道菜的特点是口感咸鲜、

肉质滑嫩，鱼茸富有弹性。需要

提醒的是，鱼茸在打制过程中一

定要上劲道，烧制过程中注意火

候，须用中火慢烧。

（记者 刘波）

受委托，有一批物资拟向社会公开征集意

向受让人，欢迎有意向单位、个人2019年5月

21日前来电咨询、实地踏勘。征集结束后，将

对该批物资进行公开处置。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标的物资

空调、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煤气灶、油烟

机等；沙发、茶几、台灯、电视柜等；书桌、椅子、

席梦思、马桶等；电脑、门锁、龙头、对讲机等；办

公桌椅、装饰画等（具体详见附件）。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俞先生 13735881333 张先生

13750886991

地址：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北路42号11

楼和10楼

淳安县产权经纪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3日

遗失保单号一份，保单号：6050202018330521006795，车牌号：皖
N7Q697，保单流水号：0000310861。声明作废。 2019年5月15日

遗失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开的发票，发票号：1801570005，发票金
额2028.63元，声明作废。 2019年5月15日

淳安县屏门乡童家坪股份经济合作社在淳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临 岐 信 用 社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编 号 ：3310- 04659291，核 准 号 ：
J3310020219203，声明作废。 2019年5月15日

毕金榜
···

我今年81岁，来北京和儿女

们一起生活已25年。这些年回

老家浙江淳安县梓桐镇大路源村

三次，可谓“十年走一回”。

第一回：1998

初次回乡是1998年 10月，

那是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二十

周年。县委县政府等行政机关已

搬迁新址，显得很有气派，好多岛

屿已开发和正在开发建设。改革

开放的春风已吹遍全县城，呈现

出一派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

景象。

但县城的规模、面貌和改革

开放前差不太多，从大码头走到

西园码头不过二十多分钟。新安

大街的十字路口算是最繁华、最

热闹的地方了，周围有几幢三、四

层高的楼房。街面不宽，街道两

边的人行道更窄。店铺大多是二

层的楼房。街上没有公交车，来

往的人也很稀少。从县城到老家

山沟里，变化还不大，照旧是从县

城大码头坐船到梓桐码头，再走

20里路回老家。

第二回：2008

第二次回乡是 2008 年，县

城变化可大啦！原先人们出行

靠船的大码头和西园码头不见

了，已改建成江滨公园和千岛湖

广场了。夜幕降临，灯光雪亮，

人们在广场上欢歌跳舞，休闲娱

乐。千岛湖环湖公路已通车。

县城的公路宽多了，道路两边的

人行道都铺了路面砖，同北京一

样的规格，都有盲人道。街面是

双向四车道的柏油路，两旁绿树

成荫、郁郁葱葱，走在街上，令人

心舒气爽。

这次回老家是由在县城教书

的小女儿驾车经过千岛湖大桥去

梓桐的。不过还要绕过威坪、通

过南浦大桥开往梓桐，需要一个

多小时。

第三回：2018

第三次是去年国庆节期间。

哇！变化真大！最大的变化是全

县的交通。要想富，先开路。县

委、县政府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以前是山峦成

岛屿，平地卷波涛的千岛湖，如今

是见山挖隧道，遇水架桥梁。在

千岛湖上，纵横交错，织成交通

网，天堑变通途。无数座桥梁、隧

道，不光使县城连成一片，到杭

州、去建德、到威坪、去汾口等周

边，车辆都畅通无阻，交通极为方

便。全县各乡镇都通了公交车，

县城来往的公交车很多，七十岁

以上的老人，只要办个老年优惠

卡，一律坐公交车免费。

现在的公路已有双向六车道

的了，中间隔离带都种了五颜六

色的花卉和常青树，公路两旁的

人行道绿荫蔽日，大多是香樟树、

桂花树和广玉兰。人们走在宽敞

平整的林荫大道上，花红草绿，金

桂飘香，心情特别舒畅。

县城中高楼林立，珍珠广场

边上矗立着淳安县博物馆和淳安

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免费对外开

放。县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出

奇的干净、整洁，无论大街小巷，

穿着黄马甲的环卫工人无处不

在。只要不是下雨天，街道两边

的人行道都会用洒水车冲冼。

县城很繁华 乡村更美丽

我这次去梓桐，驾车从县城

到杜井村只需40分钟，共穿行8

个隧道。梓桐建成了“书画小

镇”，走在街上，书香扑面，翰墨淋

漓。沿溪老路从梓桐桥头一直到

茅朝坳，都整修成双向青石板鹅

卵石路了，溪边都建了护栏。对

面山上建了观景亭，古樟树下建

了长廊，溪边山脚还修了游览栈

道，真有点诗情画意了。

过了“梓桐桥”，车可以直达

党宁头，右转绕六弯岭，过小桥左

拐便到我的老家——大路源村。

可惜现在只是单行水泥路。

这次我还去了鸠坑、威坪、下

姜村和羡山度假胜地。也到过郭

村、姜家狮城。还特地去文昌观

花海和高铁站，高铁站堪称现代

化。到下姜村印象深刻，车开到

下姜村，车堵了。因游览的人太

多，停车位不够了。过去出名的

穷山村，如今成了金凤凰，成了枫

树岭镇最富裕的村庄了。所到之

处都是绿水青山、鸟语花香。公

路两边都是三、五层的楼房，美丽

的新农村已基本实现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总书记的话已经深入人心，我

在村里和大家聊天时深有体会。

一位93岁的老太太亲口对我说

了这句话，足见全县人民对生态

保护是多么重视。“不搞大开发，

守护好一湖秀水”已成为全县人

民的共识。千岛湖水库不但是供

新安江水电站发电的，更重要的

是供全杭州市民清清的饮用水。

现在湖中的船很少了，整个湖周

边的农户都不养猪、养鸡了。家

家户户都自觉做到垃圾分类，村

村集中处理。走到哪里都干干净

净、清清爽爽。

再一个大变化是全县基本完

成了“厕所革命”。我这次所到之

地，村村都建了公共厕所，并有专

职保洁员，家家户户都改建抽水

马桶。因此，这次走村串户，发现

苍蝇、蚊子很少了。“坚定秀水富

民路，建设康美千岛湖”，县委县

政府的决策已成为全县人民的自

觉实践。

(记者 刘波整理)

小院围炉

刘波
··

昨天，一直生活在山东的大

姨，突然加入到微信的亲戚群

里，和大伙聊起了天，还把山东

的天气预报截屏发给大家看。

别看大姨86岁了，思维快，语速

快，唠起嗑来逻辑清晰、热情率

真，简直把我们这些晚辈佩服得

五体投地，都打趣说她是“八○”

后时尚老太太。

真的，生活中“什么年龄干

什么事儿”，早已成为我们绝大

多数人的信条。“这么大岁数了，

不能再穿得这么花哨了！”“不在

家好好陪儿子孙子，会被人说没

正事吧！”……很多老人都给自

己的人生设了限，总有没完没了

的担心、顾虑。谁说人老了就该

沉稳睿智，不能打扮得花枝招展

呢？谁说上了年纪就不再接受

新鲜事物，注定被这个时代甩在

身后？谁说“七老八十”只能变

成“电子白痴”，手里只能握着老

年机？

美国的摩西奶奶，76岁时因

关节炎放弃农活开始绘画，80岁

到纽约办画展，引起轰动，101岁

辞世，开过15次个人画展，留下

1600 幅作品。最近去世的“褚

橙”创始人褚时健，从未因自己

年纪大了，而对自己设限：不惑

之年接手烟厂，花甲之年将其扭

亏为盈，古稀已过，又从头开始

创立“褚橙”。

自我设限，只会让自己错过

人生的更多种可能。不拿年龄

给自己设限，不畏惧年龄的增

长，生命就永远没有衰老的时

候。那么，即便满头银发、满脸

皱纹，每一刻仍然还都是最好的

时光。祈盼我们的父母、长辈、

朋友，不畏年龄，不惧流言，思想

永远自信又独立，永远都活得恣

意奔放！

5 月 11 日，记
者在梓桐“内西湖”
水域看到，200 多
只白鹭在草田水边
踱步，突然，一行白
鹭惊起，在水面上
翩翩起舞，画面美
极了。

记者 王建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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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 单位：元/盒、瓶、包

通用名(商品名)\ 规 格
黄芪生脉饮\10ml*10支
六味地黄丸\200s
蜜炼川贝枇杷膏\150ml
小儿伪麻美芬滴剂(艾畅)\15ml
气滞胃痛冲剂(无糖型)\2.5g*12袋
尿感宁颗粒(无糖型)\5g*6
宫血宁胶囊\0.13g*18s
六神胶囊\0.19g*6s
复方丹参片\60s
非络地平片\5mg*20s
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6g*10袋
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萨普爱思)\5ml:25mg
维生素C泡腾片(力度伸)\1g*10s
肠炎宁片\0.42g*48s
小儿止咳糖浆\120ml
多潘立酮片[吗丁啉]\10mgx30's
尼福达[硝苯地平缓释片II]\20mgx30's
补脾益肠丸\90g
吡拉西坦片[脑复康]\0.4gx100's
血塞通片\50mgx60's
云南白药膏(打孔)\5片
芬必得[布洛芬缓释胶囊]\0.3g X 20's
胃复春片\60's
阿卡波糖片[拜糖苹]\50mgx30's
格列齐特缓释片(达美康)\30mgx30's

产 地
浙江新光
河南宛西

香港
上海强生
辽宁本溪

正大青春宝
云南白药
雷允上

胡庆余堂
北京协和
北京三九
浙江平湖

拜耳
江西天施康

湖南三九南开
西安杨森制药
山东青岛国风
华润三九委托
杭州民生药业

云南文山特安呐
云南

中美天津史克
杭州胡庆余堂
北京拜耳医药

施维雅(天津)制药

健民药店
17.50
25.00
28.60
16.00
24.50
10.80
30.50

11.50
10.00
43.50
28.00

16.50
21.00
25.00
18.00
60.00
25.50
26.80
22.00
69.00
50.00

平安药店
20.00
25.00
28.60
17.80
24.50

13.00
11.50

43.50

35.00

19.00
21.00
25.00

60.00
25.50
26.80
22.00
69.00
50.00

康泰大药房
20.00
25.00

20.00
28.00
10.00

13.00
10.00
15.00
43.50
25.00
33.00

25.00
20.00
16.00
19.50
58.50
25.00

22.00

51.00

遗失声明拟处置物资
征集意向受让人公告

十年走一回 变化真心大
一位耄耋老人的回乡观感

梓桐“西湖”
白鹭归

亲爱的长辈，别给自己设限

清汤鱼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