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

吃了辣椒火辣辣?

135

我问你答

7992

问：为什么吃了辣

椒后，舌头、嘴唇就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

果壳网网友“疯子精灵王”答

: 辣

椒的“火辣辣”味儿，来自辣椒素分子。

辣椒素分子能保护辣椒果实不被真菌腐蚀和

被啮齿动物啃咬，同时它还不会阻碍鸟类传播

果实的种子。

186

我问你答

8703

问： 请问是不

是全球用户的手机号都是

11

位？

网友“初恋在秋季”答：

多看看美

剧就知道，他们的手机号要短些。

134

我问你答

4689

问： 为什么北

方冬天用暖气而南方用空调， 听说沿

海福建广东空调冬天是不能制热的，

真的吗？

成都商报记者邓孝政答：

北方最早用暖气

的时候，空调器还没问世。

相对北方无处不在的天寒地冻，空调难以满

足。当然，现在北方很多新兴建筑体，也大量使用

空调。南方沿海一带，空调的主要目的是夏天制

冷。冬季，气温不会太低，基本可以不用空调来制

热。所以，这里使用的空调很多是单制冷式。

139

我问你答

1307

问： 请问动物

的眼睛进沙子了怎么办？ 也互相帮忙

吹出来吗？

网友“范范贝”答：

除了灵长目，其

他动物都做不出吹的嘴型。反正都跟狗狗类似

吧，就眨眼睛，用眼泪弄出来。

180

我问你答

2527

问： 黄色的尿

渍和汗渍怎么洗都是黄的， 尤其是尿

渍，求洗干净的方法。

热心家庭主妇傅阿姨答

: 都可以

用醋来洗。先用冷水泡个15分钟的样子，再滴

几滴醋，然后放适量洗衣粉，搓一搓就干净了。

汗渍还可以用盐来洗，跟前面的步骤一样。

136

我问你答

7301

问：我家卧室空

调和台灯都插在同一个带开关的接线

板上，在接线板开关开启且未使用空调

遥控器的情况下，空调经常会莫明其妙

地自动启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空调安装师陈师傅答

:空调上的开关没关

掉吧，你开启接线板开关空调就开了。就跟电

视机差不多，遥控器关掉的只是待机，得在电

视机上关电源开关。

138

我问你答

3911

问： 我家小朋

友问：为什么好吃的叫甜的，而不好吃

的叫苦的喃？谢谢“大周末”哈！

网友“鲁东东”答

:苦瓜是苦的但

是依然很好吃哦！小朋友不要挑食，会长不

高哦！

135

我问你答

6936

问：尊敬的“大周

末”编辑，请问毛衣缩水变小怎么办？我

的几件毛衣， 经全自动洗衣机清洗甩干

后全部缩小、缩紧，再也不能穿了，扔了

又可惜，用尽方法也扯不大！该怎么办？谢谢了。

干洗店店主刘女士答：

用熨斗熨烫，但是

注意温度不能太高，然后趁热拉长。拉的时候

不能太用力，多熨几次，每次试着拉长一些。而

且注意不要整体拉扯，先拉领子，再拉袖子。不

怕麻烦的可以把厚纸板剪成原来毛衣的尺寸，

把毛衣套在纸板上，再反复熨烫，等到冷却了

再取下来。

189

我问你答

2798

问：动画片机器

猫里那么多神奇的幻想，这么多年过去

了，有实现的吗？

网友“初秋”答

:追踪导弹、麦克风，

我也就只能想到这两个实现了的。

187

我问你答

8809

问：我想问

一下， 家里的飞蛾在墙上一停就

是几个小时，停一天的都有，它们

在干什么呢？望解答。

网友“

SeeULate

”答

:飞蛾的一生很短暂，

它们不会吃东西，目的只有繁衍后代。当繁衍

后代的使命完成时，这个个体就没有什么价值

了，也就是停在你家墙上等待死亡了。

136

我问你答

1062

问：都说人

有三急，我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具

体是哪三急。请教“大周末”，谢谢。

网友“臭兔子”答

:这个有很多

种说法， 现在主要指饮食或排泄问题等等。有

史可查的真正说法是“人有三疾”。三疾分别

为“狂”（

狂妄

）、“矜”（

矜持

）和“愚”（

愚

昧

），出自于《论语·阳货》。

另外，关于“三急”的说法是“上厕所

急”、“结婚入洞房急”、“老婆在里面生孩

子你在外面等急”，也有说是尿急 ,便急 ,屁

急的。

180

我问你答

3231

问：现手机

功能那么多而杂， 为什么迄今还

未见能显示即时温度功能的？

网友“邹小蝎子”答：

这个可以

有，如果没有，下载一个应用程序就是了。

189

我问你答

5253

问

:

为啥子

我们四川人总是要把 “鱼” 叫做

“鱼摆摆”喃？希望“大周末”解答，

我想了很久了，谢谢。

网友“李茸茸”答：

鱼摆摆是小鱼儿在水里

游来游去，尾巴摆摆的形象化表达，你不觉得

很可爱么？

182

我问你答

5516

问： 经常看

到古装戏里面在夏天的时候， 宫里

面会有冰块降温。 那时候怎么会有

冰块呢？

穿越文爱好者“末夏未央”答

:据我调查，古

代的皇帝为了到夏天驱暑纳凉， 就命人在每年

的入冬时制作大量的冰块， 以便在第二年的夏

天使用。当时有一些人专门是制冰的，归内务府

管辖。冬天的时候，他们把水放入一个特定的巨

大容器内冻成冰取出， 然后用有隔热作用的草

包之类的东西包裹起来， 放到四至五米深的地

窖里，窖口最后封闭，使冰在地下处于恒温保存

状态，直到来年盛夏时，再打开取出使用。

133

我问你答

9387

问： 有一次

晚上睡觉，睡到一半时，听到了有人

在说话， 还是同学的声音， 很想起

来， 但是动不了， 想说话又说不出

来，请问是“鬼压床”吗？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在读研究生商

婧答

:我们说的“鬼压床”，在医学上称为睡眠

瘫痪症，是属于一种睡眠障碍。年轻人遇到这种

症状的比较多，这可能因为你生活压力过大，作

息时间不规律，经常熬夜，失眠或者焦虑。

136

我问你答

9921

问： 哪些运

动属有氧运动？ 难道有不需呼吸氧

气的运动？我

63

岁，身体尚好，晚饭

一小时后快走

50

分钟， 不少于

5

公

里，当否？望赐教！

前健身教练王生答

: 不是说呼吸着运动

就叫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指那些可训练耐力、

有节奏感、涉及大肌肉群的收缩、运动强度属

于中低等级， 而且可以连续操作而不会导致

呼吸困难的运动。步行、慢跑、跳绳、游泳、骑

单车、越野滑雪，包括你说的快走都属于有氧

运动。

8

7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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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手机号码

135

我问你答

7992

的读者到 成 都 商 报 大 周

末工作室 （红星路二段

159

号

成都传媒大厦

1401

室 ）， 领取

大周末工作室为您准备的精

美图书 （领奖前请务必电话联

系

028－86787831

） 。

不问不知道。提问，是我们面对世界的重要方式。“我问你

答”，是你在这个城市提问的最佳平台。每周的今天，请在

这里提出问题，并在这里寻找答案。

编辑问题发送到13558612222、登录新浪微博@成都商

报大周末或发邮件至dzmdzm888@sina.cn，注明“大

周末收”即可。

当然，由于版面原因，我们不能对每个问题及时作答，也望

大家谅解。

▲

1

、前段时间，国内一线男模傅正刚在微博上

爆料男模生存状态很差，比如到外地走秀住没有

热水的旅馆，经常因为工作吃不上饭……成都的

情况也一样么？

刚哥说的是实话。 在时尚行业最发达的北

京，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成都这边的情况可想而

知。不过好不好主要还是看商家。遇到好点的商

家，我们可以和客户在一个桌子上用餐；不好的

商家只提供盒饭或者泡面， 甚至根本不管饭。我

们在地下停车场吃盒饭是常有的事情。 住宿方

面，有些商家会安排你睡在简陋的单间，甚至会

让两个模特挤在一张床上睡。

因为模特行业体系很不完善，我们被欺负的

情况也很多，比如在演出合同上没有提及到的合

作部分，商家可能让我们临时加演，或者临时多

加衣服的套数，却不付给我们应得的酬劳。

2

、听说男模和女模的收入差别大，是这样吗？

有的商家会给男模多些，因为觉得男模是稀

缺资源。在这个行业里，大多数情况下，女模的身

价要比男模高， 主要因为很多品牌都以女装为

主，所以女模的费用自然比我们高。

3

、说说后台的趣事吧。

后台有趣的事情很多，比如因为太慌张而绊

倒啊，衣服穿反啊，男模跑到女模更衣室啊……

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后台有专门负责给我们

换衣服的穿衣工，有次有个男模着急换装，从一

个女模的穿衣工那儿拿起一件女装就往身上套，

边穿还边说这件衣服怎么这么小，穿完才发现是

女装。

4

、男模和女模容易发生感情吗？

在一起工作确实比较容易产生感情，但是因

为大家对这个行业都比较了解，男模肯定受不了

自己女友整天和别人一起搭档演出拍照，有时候

还可能尺度比较大。同样的女模特也是一样的感

觉，所以同行间恋爱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个行业

潜规则很多，纯粹的男模女模恋情很少。

5

、当模特有什么福利？

演出完商家会赠送给我们他们的产品，比如帽

子、内裤、腰带、包包之类的。即使有些产品特别贵

商家不会送，但是我们买也会给我们最低的折扣。

6

、平时出门也喜欢凹造型吗？路人打望时，

你是什么心态？

因为是模特，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一下自身

的形象，多少还是要收拾一下。不过不管打不打

扮，光身高路人就经常打望。我觉得没什么，只要

有自己的风格做自己就好，不管别人怎么看。

7

、年龄大了还没混出来可怎么办啊？你知道

的男模特一般退休后干什么去了？

还没混出头的只有转行了。一般模特退休之

后可能还是会从事时尚方面的工作，比如做幕后

啊，卖鞋子衣服之类的。不过这都要看自己的门

路，据我所知，也有模特转行开餐馆的。

8

、整容在你们这个行业普遍吗？

这个情况在女模圈子里比较常见。因为这个

行业对女模的需求更多，而且又是个靠脸吃饭的

行业，整容还是比较普遍。男模的话平面男模可

能比较多，T台男模很少整容。

9

、有没有自卑的时候？

当然有，比如接二连三面试不上，接不到活

儿的时候， 就会产生怀疑自己和自卑的心理，感

觉很糟糕， 然后因为状态变差继续面试不上，形

成恶性循环。这也是让我很烦恼的事。

10

、为了保持身材，每天都吃什么？

我其实啥子都吃， 只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

多运动就好。 我倒是因为工作原因没时间健身，

再加上饮食不规律瘦过。

据《明日·快

1

周》记者 邹晓雨

133

我问你答

3924

问： 我家

珍藏的这瓶

1985

年的

39

度五粮

液的价值多少

?

谢谢！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

马晏答：

去年秋拍的时候，保利拍

过几瓶五粮液。1993年到1998年

的长城五粮液拍了1万元左右；

1989年到1993年的圆鼓瓶五粮液

拍了2万元左右。今年行情可能略

有回调，不过价格应该差不多。

135

我问你答

0074

问： 我有

一个成化年间的酒杯，青花纹，杯

底印有“成化年制”，杯口直径大

概有五六厘米， 杯高大概有四厘

米左右，请问专家有收藏价值否？

有的话，又价值几何？谢谢！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

赵德均答：

成化年官窑青花瓷，如

果是真品就是五六十万元， 成化

民窑10多万元。但成化瓷，明清都

有仿照，晚明仿制的是5000~6000

元，清仿3000元左右。具体是什么

年间的，是不是成化窑，还是要看

了才知道。

135

我问你答

9525

问： 我有

三个毛主席像章，一个后面有字，

写的是“津毛革命委员会”；一个

正面是“革命委员会好”，后面正

中是个“忠”，“忠”字旁边有“兵民

是胜利之本”，下面还有“本溪军

分区”；还有一个后面是“永远忠

于毛主席”，下面是“

S9

”，不知管

钱不？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

黄绍银答：

这些都是比较大众化

的像章，发行量很大，价格也就几

十元。

150

我问你答

6031

问： 我有

一本老版本的董其昌字帖， 纸很

薄且折成双层， 有些字是纸黑字

白，请问有无收藏价值？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

李天伟答：

这个应该是拓本。董其

昌是明末人， 如果是同时期的拓

本，价值相当高，但也要看是不是

完本。 现在有专门的古籍善本拍

卖，董其昌的明末同时期拓本，是

非常稀少的， 现在基本在博物馆

才看得到；清朝前期的完整拓本，

拍卖价格都是十多万元； 如果是

民国时期的拓本， 就不怎么值钱

了。

135

我问你答

3269

问： 我有

郭沫若和启功大师手书对联各一

幅，请问收藏价值如何？请诚荐名

家鉴赏

!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

李天伟答：

郭沫若的对联价值在

30万~40万元之间； 启功的对联，

北京的行情比较好，如果是真迹，

价格在30万元以上。 这两位的行

情都比较看好，还有升值空间，不

过启功的书法市场上假的比较

多。

男模特

回答者：成都某男模特，从业五年

你好奇的就是我们想知道的。欢迎提问，欢迎自荐回答问题。

我们保证———内容绝对真实。不过，为避免受访者被同行鄙视，被同事排斥，本组稿件

回答者均用“某”掩饰。（回答者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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