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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本报10月11日讯 昨日，
全省大部分气温均在22℃以
上，部分地区甚至超30℃，然而
受冷空气影响昨晚开始全省气
温下降。今天白天，全省气温陡
降， 长沙街头不少市民已穿上
冬衣。截至今日16时，全省气温
均在18℃以下， 省会长沙仅
14.2℃。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
天全省阴天， 大部分地区有小
雨，气温下降明显。

我省秋季一般仅2个月

“根据气象学标准， 连续5
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2℃或以
下才算入秋， 而这5天中的第一
天就是入秋日。” 湖南省气候中
心首席预测员谢益军表示，一般
来说， 湖南的秋季时间只有2个
月左右。一般情况下，我省是从9
月下旬后期到10月中旬，湖南自
西北向东南先后进入秋季，入秋
时间前后相差有近一个月，全省
平均入秋时间为10月5日。

根据省气候中心提供的数
据显示：2011年-2016年，我省
秋季开启日，最早的是9月21日
（2011年）， 最迟的是10月14日
（2014年）；秋季天数上，最短的
48天（2014年），最长68天（2016

年），秋季平均天数为58天。
那么湖南“四季蛋糕”是怎

么切分的呢？谢益军介绍，“在湖
南的四季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就
是夏季，持续4个月以上；冬季
次之，持续3个月左右；春季和秋
季就相对较短，只有2个多月。”

“阴冷”将成近日天气关键词

受到北方而来的强冷空气
影响， 昨天上午长沙还是阳光
四射， 但下午便已经是冷风嗖
嗖。据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今天
到13日，受冷空气影响，长沙气
温下降明显、北风加大，并伴有
弱降水。14日-18日， 冷空气补
充南下，阴天为主，偶有分散小
雨。“阴冷”也将成为长沙未来一
周的关键词，气温也已经是进入
秋天的“节奏”，最高气温出现在
14日，但也只有20℃左右。

专家提醒， 今明两天降温
十分明显， 公众要及时添加衣
服，晚间换上厚被褥，多活动身
体。冷空气来临，省内风力加大
到4-5级， 江湖面上短时阵风
可达7级左右，建议湖区居民尤
其注意安全。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李伟珍 通讯员 谭萍

“把剩余的月饼再加工一下，
不需要花很长时间。” 中秋过后，
一些市民家中仍然存有不少月
饼，厂家商家不回收，丢掉又舍不
得，不知如何处理。11日，有着多
年餐饮教学经验的美食教师方亮
旗支招，教你将月饼做成菜。

【现象】
节后市场月饼销声匿迹

10月10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在市区几家大型超市发现， 月饼
陆续撤出，几乎已不见踪影。导购
人员告诉记者， 中秋节后月饼销
售热潮一过， 超市就将剩余的月
饼返库了， 节前存放月饼的货架
也换成了其他热销商品。

五一广场附近一家超市销售
人员表示，为了减少存货，有的月
饼中秋节当天就有“买一送一”等
优惠方式， 基本到第二天厂家就
会及时撤柜，“礼盒基本上都退回
厂家了，剩下散装的，我们会在保
质期内打折处理， 过期月饼就只
能丢了。”

长沙县一家月饼生产厂家负
责人表示，一般回到厂里的月饼，
如果还没有过期的， 会免费发给
内部员工。部分过期的，会将月饼
彻底粉碎加工成饲料， 有些过期
严重的月饼，只能销毁。

【支招】
月饼可以炒着吃

中秋过后， 超市的月饼卖不

动可以返厂， 市民家中剩下的月
饼可怎么处理呢？

今年中秋节前，长沙某烹饪
学校教师方亮旗收到了七八盒
月饼。节后，家人看着剩下的月
饼直犯愁，于是，方亮旗决定加
工一下。

“我在红烧肉上进行创新，把
月饼加进去。”方亮旗说，先将五
花肉切麻将大小的块状， 同干辣
椒、八角、香叶、姜一起放入锅中
炒出香味， 再放入高压锅中煨10
分钟。 接下来， 将切成细块的月
饼，放入事先调好的面糊中，捞出
放入油锅油炸定型。 两项准备工
作就绪后， 将红烧肉和月饼倒入
锅中炒， 待香味扑鼻时， 即可出
锅， 最后用小白菜摆盘和浇上红
烧肉的汤汁，一道“月饼烧肉”就
大功告成了。

“月饼烧肉”刚出锅，记者夹
起一块红烧肉和月饼试味， 发现
肉中有月饼馅的味道， 月饼中又
有肉香，尽管有稍许油腻，但边上
的配菜又能马上化解。

方亮旗的同事向华东还给记
者做了一道家常菜———“椒盐月
饼”，用油炸后的月饼丁与配料洋
葱丁、青红椒丁、椒盐一块翻炒，
快出锅时放入炸红薯条。“既有咸
味、又有月饼的甜味，不油腻。”

记者在网上查询发现，网友
还罗列出了不少花式吃法，比如
用月饼熬制甜品、 做成月饼豆
浆、月饼奶昔、月饼沙拉、辣椒炒
月饼等。

■见习记者 杨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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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如换季，我们的秋天去哪了
气象专家解读湖南四季：春秋较短，仅2个多月 全省平均入秋时间为10月5日

月饼吃不完咋办:教你做成菜

传统月饼是典型的高糖高油
食品，肥胖、高血糖以及糖尿病等人
群应谨慎食用， 有胃肠道疾病的人
也要少吃。吃多了易伤脾胃，引发消
化不良、胃胀等一系列胃肠道问题。
另外再搭配冷饮，不容易消化。

直接食用月饼时， 可搭配清

茶，助消化，也可促进消化道分解
月饼里的油分；搭配柚子、梨、橙
子等水果能有效缓解月饼油腻
感；不过月饼最好不要空腹吃，建
议午睡起来或晚饭后1小时，半空
腹状态下食用， 这样可以避免给
肠胃增添负担。

月饼这么吃更健康

城际铁路西延线
开始静态验收

本报10月11日讯 今
日开始， 长株潭城际铁路
西延线开始静态验收，待
验收确认合格后， 将于月
底开始动态联调联试。西
延线连接现有长沙站，过
湘江向西共有七个站，至
湘江西站止。

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
站以西段线路长约 22公
里，设开福寺、观沙岭、八
方山、谷山、尖山、麓谷、
湘江西7个站点。 静态验
收开始后，验收成员将通
过徒步行走及平推检查
的方式对沿线所涉及到
的路基、 桥梁、 道床、道
岔、钢轨焊接精密度等单
位工程进行严格的测量
检查验收，以对此前工程
建设内容完成情况进行
效果评定。

本月底时， 西延线的
动态联调联试也将开始，
高速检测车将驶上轨道对
沿线轨道、接触网、通信、
信号等各系统设备进行测
试， 以确保开通运营后行
车安全稳定。

此次静态验收启动及
联调联试的日期敲定，即
意味着长株潭城铁西延线
离年底通车目标又近了一
步，西延线开通后，长沙河
西市民可以在家门口坐上
城铁往返株洲和湘潭。和
已开通的长沙站以南段一
样， 西延线设计运行速度
160公里/小时， 预留运行
速度为200公里/小时。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赵飞

“寒露时节天气转凉，日均
温差较大， 流感病毒进入活跃
期， 长沙也将迎来季节性流感
流行高峰期。”湖南省疾控中心
预防医学门诊主任、 主任医师
石琼11日提醒广大市民， 全市
流感疫苗已开始接种。

石琼介绍， 所谓流感即流
行性感冒， 是由流感病毒引起
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孕妇、半
岁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
成员、6～23月龄的婴幼儿、2～5

岁的儿童、60岁及以上老年人、特
定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等均为
易发生流感的高危人群。”

流感与普通感冒有什么区
别？石琼告诉记者，普通感冒所
表现出来的症状较轻， 一般比
较容易治愈， 稍严重者只需服
用感冒药即可。而流感所表现出
来的症状则会更严重、 更复杂，
严重者可发展为呼吸衰竭甚至
死亡，需抗病毒治疗，并且流感
的传染性更强。 ■记者 李琪

长沙将迎季节性流感高峰期

10月11日，长沙某烹饪学校教师向华东正在烹制“椒盐月饼”。 见习记者 杨洁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