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3

我问你答

2015

问：请问人

体很多器官为什么都是月字旁？比

如脑、脸、肝、肺、脾、肠、胆、肾、肚、

胸、胰腺、腿、脚、臂等等。

网友“初秋”答：

这个偏旁部首叫做“肉

月旁”，本意就不是“月”，而是“肉”。它所

构成的字多是与身体各部位有关的，指的是

肉体。在古代文字中，它们本是两个字，后因

其小篆字体很相近，合并为一个偏旁，统称

“肉月旁”。以肉月旁为偏旁的字，字义大致

在两个范畴中，或和月相关，或和肉相关。

187

我问你答

6960

问： 请问奥

运会时，有些运动员在赛前要“打封

闭针”是什么意思？

成都商报体育记者周玥廷答：

运动员因为长期高强度训练和比

赛，容易受到伤病困扰，因而影响比赛。这样

的运动员就会考虑在赛前打封闭针，“打封

闭” 可以暂时缓解运动员因伤病带来的疼

痛，有利于运动员在比赛中发挥。

182

我问你答

6355

问： 我想问

一下，化妆品是不是不能快递？帮人

买的雅漾，但去快递时都说不行，很

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望能解答，

谢谢。

网友“

woainigxl

”答：

快递液体目前只有

一个途径就是走物流，我公司从大连、北京、

苏州等地买入的醋、酱油等调味品都是走的

物流渠道。

热心市民李小姐答：

国家邮政局曾下发

过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快递企业收寄验视

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省(

区、市

)邮政

管理局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快递企业收寄验

视工作，强调收寄验视是快递企业收寄过程

中的关键环节,“对用户交寄的物品，必须全

部检查，对粉末、液体，以及不能直接辨识的

机电装置等，要重点查验，确保将各类易燃

烧性、易爆炸性、易腐蚀性等禁寄物品堵截

在寄递渠道之外。”

由此《通知》来看，液体在快递里是被

列入限制类物品当中的， 主要是因为其材

料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快递不能确定你

要寄的液体到底是什么东西，此外，万一在

快递的过程中发生了泄漏， 也会污染其他

的快递。

成都“天天快递”快递员老张答：

化妆品

啊？可以寄！只要不是违法的东西，我们都可

以寄！

135

我问你答

5955

问：请问“我

问你答”的编辑同志，我是个收藏爱

好者，由于知识有限，好多问题都想

请教你们，但由于年龄过大，不会登录新浪

微博或发邮件，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联

系？望告。

“我问你答”小编答：

可以通过写信+宝

贝照片的方式寄至：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

号14楼成都商报“大周末工作室”“我问你

答”栏目收。邮政编码：610017。

139

我问你答

6644

问 ： 人们

常说某人是 “弯脚杆 ”，这是什么

意思 ？

网友“锅儿打铁”答：

这是四川

话用来骂人的，意思是“乡巴佬”

“老土”， 也有很多人这样称呼一些穿着打

扮土气、素质不高的人，比如随地乱吐痰、随

手乱扔垃圾，在医院这种安静的地方大声打

电话、坐“黄板凳”不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在

公共场合脱臭鞋的人……都被列入 “弯脚

杆”的行列。

网友“蒋一讲”问：三圣乡卖的

驱蚊草真的能把蚊子吓跑么？

植物专家、微博网友“丁丁喵”

答：

所谓的驱蚊植物，本身就是个

很坑人的话题，比如驱蚊草，你可

以把叶子揉烂了涂在身上，这样可以有一定

的驱蚊效果。但是你放盆花在身边就想驱蚊

……哎呀，那些都是商家的幌子啊！养盆猪

笼草让它吃蚊子也不顶事哈！

“我问你答”小编答：

我们“大周末”在

今年7月4日星期日的“花鸟鱼宠”曾做过报

道，不仅是驱蚊草，吊兰和芦荟吸收甲醛，福

禄藤、文竹能吸收二氧化碳、苯等有害气体，

仙人掌能吸收辐射……这些传闻不是无中

生有，就是夸大了功效。这期内容可以登录

成都商报电子版查看。

189

我问你答

9040

问： 为什么

只有诺基亚是塞班系统， 而有很多

手机都是安卓系统？

成都商报工作人员夏厦答：

因

为塞班是诺基亚主导开发的手机系统。可

是，无论从软件数量、易用性还是开放性来

说，塞班系统都远远落后于iO S和安卓。无怪

抱残守缺的诺基亚在iPhone上市后的五年

间市值下跌了86% 。

成都商报

3C

事业部邓孝政答：

智能手机

的操作系统，有以下几种：

1、苹果iO S系统，这是苹果自有的操

作系统，其特点在于封闭性，不与其他类

型兼容。

2、谷歌的安卓系统，这是个完全开放的

系统，在此基础上，手机生产厂家可以衍生

开发， 所以采用的厂家特别多， 如三星、索

尼、摩托罗拉、H T C等等，国内品牌也几乎全

是采用这个系统。

3、塞班系统，诺基亚是发起组织者，其

他生产厂家几乎没有采用，但其系统水平较

差，已属于淘汰级别。

4、W P系统，由微软研发，目前已进发到

W P8，开放性很强，诺基亚、三星、H T C 、华为

等已采用。

5、M eego系统，英特尔研发的操作系统，

截至目前，市面上只有诺基亚N 9这一款。

189

我问你答

1698

问： 为什么

医院无论大小都全部是女护士而没

有男护士？

成都商报跑口记者祝迅答：

这

位读者，你没看见不代表没有。据我

了解，成都市的不少医院都有男护士，只是

数量相对较少而已，尤其是成都市第四人民

医院，以及其他一些老年病医院或者医院的

老年病科等等，都有男护士。

138

我问你答

3551

问： 如果三

楼卧室听一楼空坝正常聊天的声音

清晰明朗， 那一楼空坝能否听到三

楼的正常谈话的声音喃？

成都商报记者柏阳月答：

这个

应该与回音有关。 因为室内的空间很小，三

楼室内只要声音不是太大，一楼空坝一般都

听不到。但是，如果是一楼的空坝，声音则可

以通过周围的楼房形成回音， 有扩音的效

果。原理与天坛的回音壁差不多。

138

我问你答

3551

问： 为什

么我两只手腕上血管曲线完全不

对称呢？是否正常？人的血管为什

么不是相对笔直而是无规律性的

弯曲呢？

成都商报记者桑田答：

因为人心脏在左边。

138

我问你答

6163

问： 每次

看到锅里头开水烧开， 为啥子要

冒泡泡喃？这问题想了很久啊，谢

谢。

成都商报记者吴林静答：

你

仔细看看，水里的泡泡不是只在最后烧开的

时候才出现哦。 水中能溶有少量的空气，锅

的表面也会吸附一些空气

（比如倒水的时候

看到玻璃杯壁上有气泡）

。当对水加热时，水

对空气的溶解度以及锅表面对空气的吸附

量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减少，水受热后发生气

化反应，形成气态水即水蒸气，因气态水密

度小于水，所以形成气泡上浮于水面，我们

就看到一个个的气泡了。

137

我问你答

5830

问 ：最近

我想买一台冰箱

,

但不知道哪些

品牌的哪些型号能享受政府节

能补贴？

成都商报

3C

事业部记者李

林答：

可以到发改委的官网进行查询，上面

有入围品牌的具体型号。

“我问你答”小编答：

我试了一下，登录

发改委官网———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主页，点击“政策发

布”，进入页面后，再选择左边的“发展改革

委公告”，2012年的第14号公告的内容就是

关于“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家用电冰

箱”的，可查看和下载参与品牌和具体推广

型号目录。

微博网友“小艾扣”答：

我登录了京东、

国美和苏宁三家电子商务网站，输入“节能

补贴”再选择“电冰箱”“成都”等查询条

件后发现：京东没有相关产品；国美的相关

产品也不多；苏宁的货最丰富，有包括美菱、

海尔、博世、容声、海信、美的等在内的多个

品牌，多种型号可供选择。我看了下，“节能

补贴”主要是针对那些“一级能耗”的产品

搞的活动， 补贴金额260元- 400元不等，其

实就是售价便宜的冰箱补贴260元， 那些售

价六七千一台的补贴400元。买了以后，需提

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并签署已获得补贴并

承诺配合有关检查意见，然后到你所在的城

市的任意一家实体店把补贴资金领出来就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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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我问你答

3551

和

133

我问你答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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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答者：成都某卤菜老板，从业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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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成都人

▲

139

我问你答

3302

问：我有“民

国”初年石印版《总理全集》，文革时

期（大约是

1970

年、

1971

年左右）全

年的《参考消息》，请问目前价值多

少？谢谢。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黄

绍银答：

“民国”初年石印版《总理

全集》时代比较久，还是比较有价

值， 大概2000元左右。1970年、1971

年全年的《参考消息》，这种比较大

众，价值不会很高，最多能卖到千元

左右。

151

我问你答

4162

问： 我有一

个五角星型的铜制毛主席像章，背

面是杨开慧头像，请问价值几何？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黄

绍银答：

这个比较少有，如果是

（上

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东西的话，价

格要2000元左右。 如果是现代工艺

品，那就不值什么钱了。

139

我问你答

3754

问： 我家有

壹圆及壹分、贰分、伍分的纸币和硬

币若干，请问有没有收藏价值？如果

有，请问收藏价值如何

?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钱币交流中

心熊建秋答：

并不是所有硬币都值

钱。硬币的话，有个说法叫“五大天

王”， 分别是1979年的5分，1980年

的2分、5分，1981年的1分、5分，这些

硬币因为没有大规模生产和发行，

所以现在存量很少，价值很高。除此

之外的价格都很一般。

138

我问你答

9833

问： 我有一

个直径

3.2

厘米的银元。一面上方是

“云南省造”， 下方是 “库平三钱六

分”，中间珠圈内有“光绪元宝”四个

字。背面珠圈内是一条弯曲的龙，龙

背与龙项间有一个龙珠

(

火球）。求

教它的价值。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钱币交流中

心熊建秋答：

云南省造“库平三钱

六分”有两种。一种是老版，背面是

大龙，这种600元，原光的5000元；另

一种是新版， 这种银元上的龙相对

要小一些，一般品相200元，原光的

1200元。

180

我问你答

1995

问： 我有一

张《人民日报》海外版，是法国巴黎

印刷的，报头“人民日报”四个字印

反了。 说明一下这是我在欧洲工作

时老板为我们订的， 不知有没有价

值，如有，请问价值多少？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黄

绍银答：

这个是啥子时候的报纸？如

果报头印反了，是比较特别，不过具

体收藏价格还是要看年代！ 如果是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 大概可以值

600元左右。

180

我问你答

2858

问：“民国四

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证，有

“民国政府” 相关部门的认证章，绝

对真品，请专家帮忙估个价，谢谢。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黄

绍银答：

这个价格一般， 最多也就

100元左右。

1

、 当天没卖完的卤菜隔天就不新鲜了，你

们舍得全部倒掉吗？

处理这种陈货，不一定要倒掉，有其他方法

的。比如卖给酒吧。特别前段时间欧洲杯，酒吧

的要货量很大。当然，价钱也便宜，基本按成本

价卖， 比如20元一斤的卤菜卖酒吧， 可能就16

元。既销掉了陈货又不亏本，对经营来说是个不

错的方法。

2

、欧洲杯、奥运会什么的对你们的生意有

没有影响？卖得最好的一天卖了好多？

每天的销量基本增加了20%至30% 。一般周

五、 六两天卖得最好， 平均一天可以卖9000多

元。

3

、如果你不在店里，小工会不会虚报营业

额吃你的钱？

我请的上一个小工就是这种人。 比如明明

卖了4200元， 他就只报4000元。 有一个月算下

来，光他吃掉的那部分大概能有个1000元。

4

、会不会上了厕所没洗手就切菜？

我是会洗手的， 但店里请的小工就不敢保

证了，因为我见过他从厕所出来又接着切菜。我

提醒过他，但他未必记得住。

5

、有没有顾客因为吃了东西拉肚子来找你

们扯皮？

现在没得几个下酒菜老板敢在卫生方面出

差错。因为一旦出了问题，可能就是十多万元的

罚款，哪个都冒不起这个险。但在前几年，食品

法没这么规范、 铺子的卫生条件不如现在的时

候，这种事情还是出过，最严重的一次，算上医

药费一共赔了对方7万多。

6

、就像有些出租车师傅可能在计表器上动

手脚一样，你们会不会在秤上搞手脚？

这个不是普遍现象，但安了心要搞，其实很

容易。如果是公斤秤，稍微调一调秤左边的平衡

螺母就可以了。如果是电子秤，方法也多。比如，

结算时，在重量或单价上暗中加上零点几再乘，

使最后计算出来的总金额增加， 不较真的买主

根本不会晓得；或者，过秤的时候把东西用力往

秤上一放，借助惯性冲击力，电子数值会瞬间加

大；又或者，本来该归零的显示屏上，预先存储

一定数目的底数， 那这些底数就会和你实际买

的数量一起计价，你要是不眼尖也不晓得；还有

一种就比较没有技术含量了， 就是故意拿东西

把显示屏挡住，他动啥子手脚你都看不见。

7

、摆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讲究？比如，好看

的卤菜、拌菜摆上面，质量不行的就压在下面？

这个是肯定的，就像商店卖衣服，店员也不

可能拿质量出了问题的商品摆在柜台上卖，等

你买回家发现毛病的时候，可能吊牌都剪了，你

也没法退货了。

8

、顾客多的高峰期难免脑子不灵光。有没

有找错钱吃了大亏的事情？

不是我们，反而买主粗心的时候比较多。像

给了100元、还没找钱甩手就走了的，基本一个

月会遇一次；或是

顺手把手机放到

铺子台面上，买完

东 西 忘 了 拿 的

……都有！

9

、哪种顾客

的生意你最不想

做？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喜欢贪小

便宜的，10.5元的

东西非要让我把5

角零头抹了的；另

一种是喜欢挑三

拣四的，要买鸡翅

又嫌鸡翅小了，要

买卤蹄花又嫌蹄花肉不多， 要买拌肺片又觉得

价钱贵了，最后选了一阵啥子都没买，耽误我们

做生意的时间。

10

、坦白说，你们店里藏了好多只老鼠？

老鼠肯定是有的， 我曾经在铺子的储物间

里逮过一窝幼鼠，所以现在养了一只猫。

据《明日·快

1

周》记者 周婧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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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富

富

力

力

美

美

居

居

天

天

下

下

票

票

据

据

遗

遗

失

失

公

公

告

告

品牌 租金发票 租赁保证金 物管保证金 水电周转金
票据编号 开票时间金额

(

元） 票据编号开票时间金额
(

元） 票据编号开票时间 金额
(

元） 票据编号 开票时间金额
(

元）

美图珠饰
00026303 2010.12.27 2415.6 1349342 2010.12.17 2415.6 1167056 2011.3.19 512.4 1166643 2011.3.2 146.4

香田
1824394 2010.12.16 33113.65 1835148 2011.1.12 33118 1605825 2010.12.29 15985.9 1835331 2011.2.28 2283.7

青岛一木
/ / / / / / / / / 1166636 2011.7.5 2379

索菲尼
0027625 2010.10.29 20476.9 1835281 2010.12.21 20474 1818227 2011.1.18 4942.7 1835328 2011.2.28 1412.2

奥玛尼
0027624 2010.10.29 31130.05 1835282 2010.12.21 31392.5 1818225 2011.1.18 7514.15 0017622 2010.11.18 2146.9

玛莎帝尔
00043564 2010.12.8 6855.75 1824382 2010.12.8 6855.75 0025003 2011.1.18 1454.25 1605867 2011.2.26 415.5

幻知曲
/ / / / / / / / / 1605847 2011.2.28 1027.4

曲美
0028019 2010.10.28 40949.45 / / / 1333261 2010.12.30 19768.7 / / /

顾家工艺
0028018 2010.10.28 32944 / / / 1333263 2010.12.30 15904 / / /

东阳木雕
0027655 2010.10.11 6443.25 038979 2009.12.8 6418.5 / / / 1166644 2011.3.2 390.5

JIGE / / / 039170 2010.5.7 25863.5 / / / / / /

原创油画
/ / / 039169 2010.5.7 12936 1605852 2011.2.28 785

莱卡佛
/ / / / / / 1605834 2011.1.10 8370 1605833 2011.1.10 837

租金发票、租赁保证金开票单位：

成都熊猫万国商城有限公司

物管保证金、水电周转金开票单位：

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