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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超市购物， 你经常可以看到 “买

满××元可以参与抽奖， 最高奖项是液晶电

视一台”之类的诱人促销。每次看到这些，我

潜伏的赌徒心理就开始蠢蠢欲动：哈，多买点

东西就能碰碰运气了。于是，该买不该买的都

放购物车里了。 抽奖资格倒是达到了， 就是

吧，手气不好，花了大把钱不说，别说什么液

晶电视，连个渣渣奖也没捞到几个。

又一日， 看到超市的宣传海报上醒目地

写着：购物满××元，可以获赠某影城电影

票一张。心想，这比抽奖强哈，只要买够了就

有电影票得，不需要看手气！再说孩子正好

放暑假没事做， 看场电影娱乐一下不是正

好！于是大包小包地买啊，累得提都提不动

了。 好不容易排到服务台， 得到的回答是：

“抱歉，今天的电影票已经赠完了，请明天早

些来购物吧。”正想咆哮，工作人员纤纤玉指

一指，才看到海报下方很不起眼的地方还有

一行小字：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气得想打人

却无话可说。

还有一次是，买满××元，就可获赠10元

的购物券，多买多送。心想本店的购物券数量

总没限制吧，于是，兴高采烈地采购了一堆

东西，然后喜滋滋地排队领券。券是领到了，

只是上面注明： 限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使

用，也就一周不到的时间。心里就阿弥陀佛：

记着点儿，别忘了，排半天队领到的别浪费。

可是这次买了这么多东西，一时半会儿家里

还真不缺啥， 等再去购物想起这张券时，丫

的，过期了。

买赠真是店家最常用的方法， 还有一

次，超市又出新招，买够多少可赠一张积分

卡，攒够多少张积分卡能兑换相应规格的礼

品，最高的奖项是一个电高压锅。真诱人，慢

慢攒着呗。攒了几张后，心想算了，高压锅不

想了，先换点小礼品落袋为安才是。到服务

台一问，此活动刚刚结束，攒的卡卡成废纸。

后知后觉的主妇白费心机，去一边忏悔自己

的粗心吧。

（海澜）

生活在都市里，隔三差五逛个超市似乎

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不过作为一个菜鸟级妈妈， 我极其爱

对孩子的吃穿玩不断翻新， 而大部分超市

婴幼儿区除奶粉尿布外其他品种都不够丰

富。所以，在以为孩子采购物品为主要目的

的购物之旅中，我往往不辞劳苦，弃家门口

的大超市于不顾， 而驱车去更远的一家外

资超市。无他，就是冲着这里琳琅满目的进

口婴幼儿物品。“进口”两字么，总是令我

这样迷信产地、迷信品牌的人两眼放光，没

有抵抗力。

但是， 在口碑上再令人放心的超市，其

实也需要咱们睁开火眼金睛仔细扫描。有一

次我在那家外资超市买了两瓶儿童果酱和

鱼酱。买的时候一阵兴奋，小瓶儿可真美貌，

包装可真精致，上面的全外文标识虽然看不

懂可貌似真高端，用甄嬛体来说“想必是极

好的”。于是兴冲冲买回家，迫不及待打开

其中一罐果酱， 满怀期待地送到娃儿面前。

小家伙开始也颇受这高级货的吸引，在旁边

等得嗷嗷乱叫，但是实物取出来以后，他闻

了闻就皱起鼻子， 再勉为其难舔了一口，立

马吐掉，把勺子用力推开，一旁玩去了。因为

这娃儿向来挑食，我也没多想，便把开过封

的那瓶果酱盖好放进冰箱里，后来一直忘记

了这茬儿。

直到半个多月后的一天，我看见摆在餐

桌上的另一瓶鱼酱，那翠绿塑料包装上印着

的两片鱼肉实在太雪白太柔嫩，忍不住拿过

来掂量欣赏。不看不知道，细看肺气爆———

虽说全外文咱看不懂，可瓶底按惯例印着的

生产日期和到期日期连蒙带猜还是不难，这

瓶美貌的小鱼酱足足过期了半年哪！ 再一

看，冰箱里那瓶果酱也是如此！难怪儿子对

它先是垂涎三尺，后则弃如敝屐，小家伙的

味蕾灵着呢。

一气之下，我拿起这两个小瓶子就要

冲出去退货。 但是老公当头棒喝，“你的

购物小票呢？”于是我傻眼了……时隔多

日， 当时的购物小票早不知被扔到何处

了。唉，罢，罢，罢！只是当初那么相信外

资超市和外国货，居然上当受骗，这让人

情何以堪！

于是下次逛超市，再也不迷信什么产地

呀包装呀，一概因物制宜，处处留意，每件东

西都仔细看价格对条码查日期，购物小票则

长期保留。日子久了，这些印着淡淡数字的

小票们积成了一堆， 干脆整理整理装订起

来，有时恰好手边要记点东西，便是一个现

成的便签本。当然买到过期货之类的事也就

再没发生过了。

（陈耀凌）

很多人天生就是植物杀

手，养芦荟、仙人掌都会死，绿

萝也会被养成“黄脸婆”。唉，

真让人无语。 现在就来介绍一

下绿萝的养殖技巧：

1.

温度：在冬季，绿萝在

10℃

以上都可以安全过冬 ， 一般在

20℃

以上能够正常生长。 因此，

一般的家居环境比较适合绿萝

的生长。

2.

光照：绿萝的向阳性不强，

因此养殖的时候需要把绿萝摆放

到室内光照较好的地方， 正午时

可以把它放到太阳下晒一晒。

3.

水分：种植绿萝，浇水不可

过多，可在生根的地方喷水，这样

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速度。

4.

肥料：对绿萝的叶片施肥，

由于普通的无机肥很难被吸收，

因此需要使用专用的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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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逛超市绝对算得上最大兴

趣之一。每次大包小包地把家里冰箱、橱柜、置

物架填满， 可以给人带来多大的安全感和满足

感啊。

不过，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一个顾客如果没在

超市中上过那么几次当， 她的购物生涯就是不

完整的。

你吃了多少打落牙齿往肚里吞的哑巴亏？

逛超市

教 你

绿萝的养殖技巧

逗你买了一大堆

结果赠品早送完

××

现在逛超市不仅是体力活，还是个脑力

活、技术活。如果是为全家采购大量物品，

除了要有发达的四肢和强大的体力外，还

要有在短时间内快速运算的能力。 加上现

在超市的营销手段层出不穷，各种打折、赠

送、兑换、积分、抽奖活动分分钟把你脑壳

弄晕， 所以还必须懂得怎样在一大堆花招

中一眼鉴别真伪好坏。

每次逛超市，最吸引人的肯定是“买一

赠一”，“买三赠二”，那就相当于用一份钱

买了双倍甚至更多倍的东西，但凡是个顾客

都容易被诱惑。有一次，我兴冲冲地抬着一

箱饮料付了款去服务台索要另一箱赠品饮

料，看到服务员拿出一套塑料餐具，才明白

原来所谓的“买一赠一”是买一箱饮料送一

套餐具， 赠送物品价值顶多不过十块钱，心

顿时拔凉拔凉的， 又不好意思办理退货手

续，只好灰头土脸地把一箱饮料拖回家。

人不能两次跌倒在同一个坑里，但面对

诱惑难免失去判断力。有一次看到超市海报

上写着，某某抽纸买一包送一包，我豪气地

抱走了两包，以为可以多拿两包，结果销售

员说对不起， 我们买一包抽纸送一包小纸

巾。我说你这个也能叫买一赠一吗？她疑惑

地反问我：怎么不算呢？是啊，一小包纸巾也

是一包纸啊，谁叫我自己理解错了呢？

我一直以为， 只有方便面是世界上最

具有欺骗性的商品， 外包装和实物的差别

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但看了很多货

品的包装才知道， 没有最 “装” 只有更

“装”，一个更比一个强。明明在盒子上看

到的是圆鼓鼓的夹心面包， 香甜得跟香气

都快飘出来似的，打开一看，一个个蔫得就

跟抽了真空一样。 明明包装上是一大盒排

列得满满当当的饼干，打开一看，一半空间

都被厚厚的纸壳占据了。 明明图片上的动

物造型形象又可爱，打开一看，根本分不清

这块饼干形状到底是灰姑娘还是灰太狼。

某个我最喜欢的名牌煎饼， 几年前的一包

是满满当当一大包， 货真价实， 一包吃几

天。今天去超市买回来一看，不光增加了个

塑料盒子，还改成了独立包装，一包里面一

共就十块饼，价格还差不多，真是由衷地升

起一股无奈感。

（张璐）

看起多大一袋

其实纸壳壳占了一半

韩寒曾经说过，不要以为超市便宜，实际

上它诱惑你买了许多计划外的东西。 本来你

只准备买包洗衣粉， 最后发现你在超市买了

两三百块钱的东西，却偏偏忘了买洗衣粉。而

小卖部，看起来东西要贵些，但你如果只需要

洗衣粉，绝对就只会买包洗衣粉回来，不会又

多买洗发水沐浴露，再说了，谁会在小卖部买

上两三百块钱的东西？ 所以去小卖部买东西

才是最节约的方式。

当然我现在主要在网上买东西，除了受不

了诱惑外，更重要的是，逛一趟超市，那心累得

遭不住啊。

比如买个卷纸，品种太多，除了比价钱，还

要比厚薄比成色，一趟一趟比下来，最后提到

手上那个也是心不甘情不愿买下的，选什么都

觉得不是最好的选择。

还有买洗衣粉，我每次进超市，在这个货

柜前站的时间是最长的。牌子不同重量不同型

号不同价格不同， 而且样样都贴着黄标签，说

自己在做特价。 我数学差得100以内的加减法

都要列个算式，就更别提100以内的乘除法了。

我在货架边飞快地心算， 抓破头皮地心算，先

算出50克多少钱， 再来看到底哪个要便宜一

点，划算一点。但是往往是脚站麻了，我还是没

算出来到底该买哪包。

有时候我也掏出手机来算， 但是又是除又

是乘的，总是记不住前面算出来的结果，这个时

候，我真的恨不得拿支粉笔，蹲在地上，明明白

白地列个算式。如果没算伸展的话，就像得了强

迫症一样， 回来的路上提着东西一路上都在很

努力很徒劳地心算，还表情严肃，专心致志。

和我一样看到数字头昏的人不在少数。都是

大概看一下，不要吃大亏就可以了。有一次，买肥

皂，单买一块3元，5块绑一块17块。我还假眉假眼

地心算了一下：嗯，绑在一起的节约了1块。喜滋滋

买了回家，被我妹妹骂得无地自容。那一刻，不仅

她，连我都对我的智商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后来又有一次，买一把衣架，特价28元，结

账以后发现竟然卖38块，售货员翻翻白眼：“28

块的在旁边。”两个东西几乎一样，牌子都是

一样，惟一不同的就是条码。坑爹啊。

你深深地信赖超市，而超市就像聪明人对

待弱智小朋友一样，就像洗衣粉，有时候大包

的算下来它还比小包的贵啊。 还有些超市促

销：1个3元，3个10元， 你还是会看到有很多人

觉得买3个要划算些。

超市的人品真的值得怀疑，设好多价格陷

阱，让我等数学差的人经常上当，它在旁边笑

得呵呵响：瞧这傻子，瞧这智商。

进超市一定要多长个心眼， 吃点亏没啥，

但多给钱还被人骂智商低，这肯定是世上最窝

火的事情。

（石器时代）

为了比价格

我恨不得带支粉笔进去

我迷信的进口货

居然过期半年了

漫画

/

阿生

4.

再将另一边的头发埋进去。

OK

，好啦！

1.

先将头发扎成一个中高马尾；

2.

将头发分成两等份；

3.

先将一边的头发埋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