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策划：于国富 编辑：孙薇 美编：张晧予 校对：张仲 制作：周海生滨海生活 2020年1月19日
星期日

年夜饭怎能少得了
一道高颜值的鱼菜

掐着指母一算，只有 5 天就过年了！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时间感觉真

的过得好快！既然时间一天天近了，我们

得抓紧做几个菜练练手，好在过年时刻露

一手。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鱼的做

法，祝读者们年年有余，幸福多多。

孔雀开屏鱼

【主要材料】武昌鱼一条

【辅助材料】姜、大蒜、青椒和红椒(做

装饰用)

【调味作料】蒸鱼鼓油、盐

第一步：去除鱼身上的鳞，切去鱼头

和尾巴。保留好鱼头，鱼尾不要了。

第二步：将鱼内脏从头部的地方取

出，再把里面全部清洗干净。

第三步：清洗好了平铺在菜板上，开

始切造型，从鱼背的地方开始切，肚皮不

切断。如下图所示。

第四步：全部切好后，装入碗里倒入

料酒和一点盐涂摸鱼的全身，并使其均

匀，放一边静置10分钟使其入味。

第五步：在鱼入味时准备葱和姜，都

洗净切丝放入稍平坦的盘子里。

第六步：将腌好的鱼放入葱姜丝的盘

子上面，摆好每一瓣鱼的位置，再把鱼头

放在前面，尽量使其看起来美观。

第七步：蒸锅烧水，水开后放入鱼蒸

8-10分钟，关火后再闷3分钟。

第八步：蒸鱼时间可以准备辣椒圈，

红辣椒和青辣椒分别洗净，切成圈备用。

第九步：鱼蒸好后，将盘内的水倒

掉。将烧开的热油淋在鱼身上。

第十步：淋入蒸鱼豉油，将辣酱圈摆

上去，红色一圈，青色一圈，鱼头部分可以

撒一些葱花增加颜色，也可以按你们的方

式摆，这样美丽大方的孔雀鱼就做好啦。

本报综合

滨海美食

一周看点

时报讯（记者 单毅）1月14日，微软正式

宣告 Windows 7 系统停止更新，官方停止技

术支持、软件更新和安全问题的修复，这意味

着数以亿计仍在运行Windows 7系统的计算

机失去了保护屏障。在泰达MSD工作的刘先

生对此就非常担忧，自己用惯了 Windows 7

系统，那接下来软件更新、补丁修复和防火墙

保障这些所面临的安全风险该如何应对呢？

实际上，就在Windows 7系统停服前夕，

一场前所未有的0day漏洞组合攻击正伺机引

爆，全球首例同时复合利用IE浏览器和火狐

浏览器两个 0day 漏洞的攻击风暴悄然突袭。

而近日，360安全大脑就全球首家捕捉到此次

攻击，并将其命名为“双星”0day漏洞攻击。

据了解，目前360安全大脑为应对这类重

大安全隐患，已在国内首推 Win7 盾甲，由网

络安全防御智能的雷达系统360安全大脑重

磅打造，以360安全大数据为基础，综合威胁

情报、知识库、安全专家的各项能力，全力构建

微补丁漏洞免疫，以及再度升级的系统核心加

固、关键程序保护、防护日志四大核心功能，为

国内近6成用户继续护航Windows 7系统的

安全。

业内人士提醒广大用户，请勿随意打开未

知来路的 office 文档。尤其是 Windows 7 系

统用户，应及时做好准备、全力应对系统停服

后带来的安全问题，可通过360 Win7盾甲提

升电脑安全性。同时，提醒各相关企、事业单

位，警惕利用“双星”漏洞发动的定向攻击，密

切跟踪该漏洞的最新情况，及时使用安全软件

防御可能的漏洞攻击。

Windows 7系统停止更新
面临被勒索风险该如何应对

时报讯（记者 单毅）2019年被称为是“5G

商用元年”，更高速率、更大连接、更低时延的

特性使得 5G 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其实，在

2019年11月，国家6G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和

总体专家组宣告成立，这也标志着我国6G技

术研发工作正式启动。

据了解，6G移动通信将连接海量无线终

端，在5G的基础上性能再提升10倍以上，因

此，峰值速率需求将达到 100Gbit/s 以上甚至

Tbit。太赫兹通信，具有超大可用带宽，具备

与光纤‘媲美’的超高速传输能力，被认为是

未来 6G 的关键技术之一。我国之江实验室

的太赫兹通信项目拟采用光电混合的技术路

线，并与轨道角动量 OAM 技术结合，以期实

现高达 1Tbit/s 的通信速率，为我国 6G 的发

展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那么，5G商用来了，6G和“太赫兹时代”

还有多远？日前，在有问云上论坛中，之江实

验室太赫兹通信项目负责人余显斌博士分享

了关于6G的观点。

何时能实现6G商用，它的到来能给人们

的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带来什么样的改

变？余显斌表示，从历史上看，移动通信系统

大约每十年就会更新换代。2019 年为 5G 商

用元年，业内一致预计 6G 商用将在 2030 年

左右实现。6G 将具备‘宽带、泛在、智能’等

特征，将是多网络一体化融合（空天地）、多种

信息服务功能联合、超安全超可靠、高度智能

化的超高速（速率达 1Tbit/s）无线接入网络。

除了网络体验更快之外，它还可能给人们的

生活、工作、学习带来很多新的变化，甚至催

生很多新的产业，例如 VR/AR/MR 技术取

代当今的智能手机，远程全息技术广泛应用

于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远程办公等领域，联

网自动驾驶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方式等等。

太赫兹技术除了用来通信，它还能做什

么，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如何？余显

斌表示，除了通信外，太赫兹成像技术和太

赫兹波谱技术是太赫兹应用的两个主要关

键技术。比如，在安全检测方面，借助太赫

兹的穿墙透视能力，可以对墙后物体进行三

维立体成像，探测隐蔽的武器、武装人员

等。我国在太赫兹通信技术、智能网络、大

规模无线接入技术等 6G 潜在相关方向都开

展了研究，在高速太赫兹通信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前期研究成果。

对于6G和5G最大的区别，余显斌认为，

首先，不论是传输速度还是各类性能指标，

6G 都将比 5G 提高 10 倍以上，比如，6G 的网

络容量较 5G 将大幅提升，6G 的网络时延可

达 0.1ms，设备同步时延在 1μs 内。而除了通

信功能，6G 还会附带非通信功能，比如提供

计算、雷达、感知、定位等功能，定位精准度可

达厘米级。其次，5G的驱动力本质上来源于

商业需求，而6G的驱动力来源于商业需求和

社会需求，比如，让全球贫困人口、弱势群体

和偏远的农村居民都能公平地享受到教育、

医疗保健等服务。此外，相比5G，6G具有更

广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因此6G将不只是传统

运营商的，而会在传统运营商之外产生新的

生态系统。比如，由于引入频段越来越高，网

络越来越密集，针对垂直市场的本地网络将

越来越普遍，这些本地网络将由不同的利益

相关者部署，从而驱动“本地运营商”模式，繁

衍出新的生态系统。

5G商用来了 6G和“太赫兹
时代”还有多远？

紫禁城年夜饭咋吃紫禁城年夜饭咋吃？？
菜单看一下菜单看一下

吃啥？翠花，上酸菜！

皇帝的过年期间行程安排很紧。乾

隆的大年初一，礼节性的活动排得满满当

当，从子夜的“元旦开笔”，到四更天的一

系列祭拜活动。一到下午，象征着团圆饭

的宫廷宴席又拉开帷幕了。

说到吃，初一早上起来，皇上就会先

吃饺子，菠菜猪肉馅，当下人们倒不常

吃。一份手抄的正月膳档详细记载了乾

隆团圆宴上菜品的名称。东北菜可是清

朝宫宴的C位。作为东北菜灵魂的酸菜，

更是紫禁城宫宴上必不可少的元素。炖

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一品，翠花，上酸菜！

很多菜名都非常有趣，例如“拉拉一品”

指的是黄米饭，“野意热锅”指的是野味。但

这还算通俗的，节目中提到，皇帝给太后祝寿

时的菜名更是文雅得玄妙，例如“上青玉版”

指的是大白菜，“天厨玉粒”指的是白米饭。

记者也采访专家，拿到乾隆家宴的菜

单，研究下来感觉也是“无肉不欢”。乾隆

四十九年(1784)的除夕家宴，皇帝御用膳

桌用了“猪肉六十五斤、肥鸭一只、菜鸭三

只、肥鸡三只、菜鸡七只、猪肘子三个、猪

肚两个、小肚八个、野猪肉二十五斤、关东

鹅五只、羊肉二十斤、鹿肉十五斤、野鸡六

只、鱼二十斤、鹿尾四个、大小猪肠各三

根”。皇帝一桌御膳要用猪肉六十五斤，

野猪肉二十五斤，还不算鸡、鸭、鹅、羊肉、

鹿肉、鱼肉等，足见“肉劲十足”。

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初一晚膳：“鹿

肠鹿肚热锅一品、燕窝山药酒炖鸭子热锅

一品、肥鸡鸡冠肉窝一品、山药葱椒鸡羹

热锅一品、托汤鸡一品、羊肚片一品、燕窝

烩鸭子一只、清蒸关东鸭子鹿尾攒盘一

品、烤肥狍肉攒盘一品、象眼小馒首一品、

白糖油糕一品、年糕一品、青白玉无盖葵

花盒小菜一品、珐琅碟小菜四品、咸肉一

碟、随送粳米干膳进一品。”除了几品小菜

都是肉类菜品。以肉食、野味为主是满族

食俗和习惯，清宫年夜饭、团圆饭一直沿

袭肉食为主的传统，作为对满族先祖的纪

念和满族文化习俗的继承。

谁掏钱？不差钱，吃的是身份和待遇

皇帝请吃饭，对食客来说，吃的不是

菜，吃的是身份。皇帝除夕赐宴近臣和

正月初一赐宴王公贵戚、外国使节却以

满族点心、水果为主。据《大清会典》规

定，除夕、元旦、皇帝万寿等用四等满席，

满族臣子吃“满席”，汉族臣子吃“汉

席”。皇帝除夕午时在保和殿赐宴近臣，

正月初一在太和殿赐宴王公贵戚、外国

使节。清宫筵宴中，满席分为六个等级，

汉席分为五个等级，除夕和元旦宫廷大

宴是四等满席。

四等满席是“活人”能够享用的最高

等级的宴席了，因为高于四等满席是为死

去的帝后祭祀时所设。四等满席的菜品

有：四色印子四盘，四色馅白皮方酥四盘，

四色白皮厚夹馅四盘，鸡蛋印子一盘，蜜

印子一盘，合圆例饽饽二盘，福禄马四碗，

鸳鸯瓜子四盘，红白傲枝（子）三盘；干果

十二盘；鲜果六盘，分别是苹果七个、黄梨

七个、红梨七个、棠梨八个，波梨八个、鲜

葡萄十二两；还包括一碟盐，另外有小猪

肉一盘、鹅肉一盘、羊肉一方。正月初一

的大宴，虽然是皇帝请客，但是王公要掏

钱。王公按爵位等级贡献酒席所需要的

酒肉，只有皇帝的御膳桌由内务府开支。

王公大臣参加皇帝宴请不在于吃什么，更

多地体现了一种身份和待遇。

咋吃？男女有别，分两场吃！

紫禁城对于今人来说是一座博物馆，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权力的斗兽场，对于

皇帝来说，却是他从小生活的家。乾隆在

茶宴上以诗会群臣，固然是政治手腕，但

大臣们也是他仅能接触到的一群人。他

也是真的抱着诗文唱和的心情，在政事稍

微轻松的年关，举行一场风雅的宴会。

但皇帝过年真是够累的，除夕这天午

时要在保和殿赐宴群臣，下午回到乾清宫

休息一会儿，晚上五六点钟开始家宴。而

皇帝的家宴出于“礼制”的约束，还要分开

男女两场。初一早上，皇帝和自己的后妃

们会一起共进早膳。到了晚膳，皇帝才会

和皇子、亲王等等男性亲属共同享用晚宴。

其实，对全球华人来说，过年是一项

温暖的仪式，那么如何过出“年味儿”就是

仪式感的问题了。昔日皇帝的年夜饭是

这么过的，那么如今的你呢？

《扬子晚报》

仪式是什么？

“仪式是什么？”小王子问道。

“这也是经常被遗忘的事情。”狐狸

说，“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

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这是《小王子》里的一段对话。

一位心理专家曾说过：“正常的身心

成长需要一定的仪式感，在这个小小的

仪式中，其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暗示，

让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更认真、更用

心，仪式感，暗示你必须要认真地去对待

这件事。”

仪式感无处不在，对于孩子的成长

来说，家庭仪式感也不可或缺，家庭仪

式感既能增进家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和

家庭凝聚力，也可以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和自我认同感。但不能任何事都要有

仪式感，那仪式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所

在，我们可以“赋予”仪式感在一些比较

重要的日子上，如孩子的十二岁生日、

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孩子升小学或者小

升初，以及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等。

“大事”面前不“糊涂”

寒假里许多父母为了让孩子走出

家庭，多多接触社会，经常会抽出难得

的时间带孩子外出旅游，或者去国外，

或者去国内其他城市。

这一般是一个家庭中比较重要的

“大事”，所以不能稀里糊涂，一定要精

心安排。

比如，让孩子制定或参与制定旅游

计划（精确到具体细节），每年换一个地

方，让孩子写旅游日记等。要给孩子留

下永久的美好回忆，多年以后仍能津津

乐道。

“小事”不忘仪式感

仪式感可以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它体现的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和热

爱：寒假里把早餐做出花来；餐桌上摆

上一束鲜花；和孩子一起烤一些曲奇

饼干、小蛋糕；除夕的深夜，等孩子睡

着后，熬夜准备一屋子琳琅满目的气

球，只为孩子新年第一天醒来后那一

刹那的惊喜……

有一天，你会发现，仪式感会成为

孩子清晨一句清脆的“早安”，会是上学

前一个走心的“再见”，或者临睡前一个

温暖的“拥抱”，会成为孩子在平淡的生

活中发现的美和乐趣，也成为孩子将日

子过成诗的厚积薄发。

给孩子一个有仪式感的春节

这一年，请给孩子一个仪式感满满

的年，让今年与去年不同，让每一刻都

弥足珍贵。

春节作为中国最富有特色的传统

节日，那么在这一天我们该如何给孩子

仪式感呢？

1.给孩子讲关于春节的故事
仪式感的养成先从思想开始，在春

节期间，父母们可以搜罗一些关于春节

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孩子们的小脑袋

瓜里充满了为什么，想必对此很感兴

趣，笔者还曾在家长群里得知，有的孩

子从幼儿园回来，给家长讲了很多学到

的春节故事呢。

2.和孩子一起实施年俗
父母们可以先告诉孩子们过年必

须干的二三事儿，带领孩子一起贴对

联、挂福字、包饺子准备年夜饭等，在这

一过程中，不仅能增强过春节的仪式

感，而且能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一举

两得。

3.提前准备好压岁钱
有的家庭觉得反正孩子还小、不会

存钱，而且亲戚给的就够孩子欢喜的

了，于是就忽略了自己身为孩子最亲

密的人的那份，但如果要给孩子一种

仪式感，就不能忽略压岁钱的准备。

在压岁钱的数量上最好要讲究一下，

可以是和孩子年龄相符的、过去一年

最有意义的日子的数字或其他你觉得

有意义的数字。

4.给孩子置办新“装备”
过年了，给孩子置办一身新衣服或

者一套新文具等，新年新气象，仪式感

也少不了这一点哦。

5.带孩子走亲访友，学礼仪
春节黄金周期间带孩子走亲访友，

并学习走亲访友时的待人接物方式。

这些仪式感都会成为锻炼孩子用心生

活的点点滴滴。

让仪式感成为爱的传递方式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台词所

说：“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

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

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每个父母可能都会说，我们对孩子

的爱比这浓厚多了，但孩子未必能感受

得到，未必能记得住。而当我们带着孩

子跑遍整个城市的各个书店，终于在即

将绝望的时候买到孩子心仪已久的那

本书，这份惊喜却会让孩子多年都不会

忘记。

这种用心的陪伴就是一种仪式感，

它远远胜过长情的告白，而成为父母之

爱传递的最好方式。

仪式感看起来没什么实际用途，但

是却在无形中给了孩子许多无法肉眼

可见的珍贵体验。

心理学研究表明，强调对孩子的仪

式感，他们的专注力、反应能力、运动能

力都可以迅速提升。给孩子充满惊喜

和仪式感的生活，才会让孩子更加热爱

生命。

而这段话或许能更好地诠释仪式

感带给孩子的意义：

充满仪式感地去生活，不仅是我们

送给孩子的一份精神上的厚礼，还是一

个善意的提醒，提醒孩子此刻的存在和

珍贵，同时提醒孩子，人的一生长度有

限，在只争朝夕的柴米油盐之外，别忘

了，我们经历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属

于我们生命里独有的记忆和感受，都会

丰厚我们彼此的生命。

本报综合

给孩子一个有仪式感的春节给孩子一个有仪式感的春节

滨海亲子

近日，故宫年夜饭每桌6688元上了热搜。网友表示，其实
也不贵啊，但皇帝的年夜饭到底吃啥呢？

每到年前年后，听到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现在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

话语中透着些许无奈和沧桑。而以年

为核心的寒假，对于孩子们而言，除了

“不用上学、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玩游

戏”之外，也似乎让他们觉得越来越没

有意思起来。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年味儿”和

“意思”，像“幸福”和“成功”一样，也是

一种感觉体验。怎么让年有年味儿，

让寒假有意思？解决这一“顽症”的对

症“良药”是“仪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