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料：花生、糖、淀粉、水

做法：

1.

花生用小火炒制，待锅里的

花生噼里啪啦响过之后关火；

2.

冷水和白糖同时下锅，小火

熬制；

3.

待锅内大气泡密集、锅铲不

能挂住糖浆的时候， 下入炒好的

花生拌炒；

4.

同时向锅内筛入淀粉，同时

不停翻炒；

5.

待锅内的糖浆凝固，花生表

面挂上白霜以后即可出锅， 冷却

酥脆后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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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做主

家里那些事 太太说了算

到底雪地靴会不会对脚造成伤害？ 记者采

访了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骨科主任蔡贤华教授。

他表示， 迄今为止尚未接诊到因穿雪地靴导致

“内八字”的病人。从医学上分析，“内八字”大

都和遗传有关，是由于大腿关节和髋关节的毛病

造成的，但长时间穿雪地靴的确伤脚。

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雪地靴都是平底，没

有弧度，而人的脚有脚弓，雪地靴的这种平底设

计不符合人体工程学，穿雪地靴耗能较多，时间

久了，肌腱与脚底的筋膜都得不到充分休息，容

易引发肌腱炎和筋膜炎， 但一般不会造成严重

伤害，“致残”可能性不大。要注意别长时间穿

雪地靴行走，1小时后就要休息一下， 尤其要少

走崎岖的路。 处于生长期的少年儿童不宜穿雪

地靴， 以免影响骨骼发育。“雪地靴的名字可能

对市民有误导，认为雪地靴应该在下雪时穿，其

实雪地靴不适合在室外行走， 因为脚难以找到

平衡点，容易扭伤脚踝。”蔡教授说。

小贴士

雪地靴该怎么穿？

1

、试穿雪地靴时应多走几步，不要选择过

大的雪地靴，或试着穿双厚袜子再穿它。

2

、穿雪地靴外出，必须垫上一个鞋垫让脚

在鞋里更加固定。

3

、正品的底子韧性好，穿着舒适度高，不会

出现由于底子硬“不跟脚”的现象。

4

、最好选择皮毛光滑、没有怪味异味的靴

子，以防废旧里毛让脚感染细菌。 （大楚网）

近日英国媒体报道，来自英国骨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近年

患脚趾畸形、脚痛等病症的女性数量急剧上升，罪魁祸首就是雪地靴。

该院院长伊安·德里斯戴尔博士表示，雪地靴内外使用的材料都很软，

内部空间相对较大，穿上后脚在里面会出现一定的滑动，每走一步路，

重力都会沿着足部向周围散开，使脚弓受到较大冲击，从而对足部、脚

踝甚至臀部造成伤害。

穿雪地靴站立或行走时，脚部会不自觉地表现为不对称的内八字，

这正是脚部畸形的开端。

而网上流传的一则《满街雪地靴竟然危害这么大》的帖子也让不

少人心惊。帖子称，“山寨”雪地靴若穿6个月以上，脚部、脚踝、髋部等

会出现问题，甚至可能致残，造成永久性畸形。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大街上还满街的雪地靴？是

什么让人们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

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

话放到这个语境下说， 竟然也蛮有

道理———如果要严格较真， 穿什么

鞋都不如不穿鞋。其中，除了大家都

知道肯定对脚有伤害的高跟鞋外，

人字拖、平底鞋乃至运动鞋，对脚都

有不同程度的伤害。然而，我们难道

就因此不穿鞋了吗？放心，这个道理

就和那些什么吃多了对健康不利的

食物药物一样， 需得 “长期”“大

量”地服用才有影响，正常穿、换着

穿，其实都没得关系。

1、高跟鞋

穿高跟鞋走路时， 脚踝会不自

觉地向内用力， 踝关节的支撑力量

减弱，膝盖内侧的压力变大。这些都

是关节退化、 骨关节炎的危险因素。

需注意的是：鞋跟越高，日后患病的

几率就越大。《实验生物学杂志》的

一项研究指出， 一周穿5次高跟鞋的

女性，两年后，小腿腓肠肌缩短13% 。

跟腱也变得僵硬，脚掌能够上下摆动

的幅度缩小。脱下鞋走路，小腿有酸

痛感，而且不再擅长跑步等运动。

穿高跟鞋对女性的脚形也有很

大副作用： 导致脚掌支撑人体的重

力大部分分配在前脚掌上， 但是鞋

的前方形状突变迫使脚往内靠拢去

适应鞋头的压迫，长此以往脚掌就会

变形、起茧，最常见的部位是脚趾尾、

脚趾头的关节处，中间三只脚趾的上

方关节处起很厚很厚的茧，脚趾尾和

脚趾头往内弯曲变形，很难看。

2、人字拖

轻松平底的人字拖，大概是明

星最钟爱的凉鞋款。然而，人字拖

大部分的鞋底设计是完全平坦的，

而且非常薄，你的脚掌最终会过度

向下陷；另外人字拖没有完整的鞋

子设计， 只有两根细细的带子，或

者只有一个V形的皮带， 行走时不

能给脚面足够的支撑来提起拖鞋，

只能靠脚趾的力量“夹”起那两根

带子。 为了能更牢固地夹起鞋子，

脚趾会长时间无意识地绷紧，并呈

蜷曲状来“抓起”鞋底，这种扭曲

的状态持续久了，会引致脚趾下的

肌腱劳损，甚至神经发炎。

还有， 穿着薄底人字拖的时

候， 身体重心会不自觉地向前倾，

大大增加脚踝所承受的压力，容易

导致小腿肌肉扭伤和足底筋膜炎，

长此以往，脚踝与膝盖的骨头之间

的软骨组织也会因此而退化，导致

骨质增生甚至骨刺的出现。

3、平底鞋

平底鞋穿久了也对人有害？没

错，虽然平底鞋总体上比高跟鞋更

健康， 但平底鞋的定向转动性最

大，也就是稳定性最差，容易让人

摔跤。当然，如果你走得稳这也不

算什么问题。比较难以避免的问题

是他的平底因为缺少必要的衬垫，

导致脚底韧带和跟腱过于拉伸，影

响到我们宝贵的足弓，久穿会导致

脚底筋膜炎。

4、运动鞋

这里先排除那些做得特别符合

人体工程学的优质名牌运动鞋哈，

主要是指普通的运动鞋，比如老年

人爱穿的“旅游鞋”一类。它们的

伤害主要来自比较硬的鞋底，太硬

的鞋底会使我们的脚部很累，不利

于自然弯曲，久而久之容易导致足

外翻，双膝和后背承受更大压力。

许多运动鞋为了方便运动和长

期走路，在做鞋楦时前翘比较高，这

样相当于脚尖翘起， 脚掌就会往下

陷，时间一长也会产生疲劳感。而脚

掌又是足弓的前支点， 脚掌的疲劳

损伤必然会造成足弓的损伤， 这样

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扁平足。

（小

Q

整理）

1

、吹风机对着标签吹，等把标

签吹热了，标签就很容易撕下来；

2

、 将残茶叶浸入水中数天后，

浇在植物根部，可促进植物生长；

3

、只要在珠宝盒中放入一支粉

笔，即可让首饰常保光泽；

4

、出门时随时在包里带一节小

干电池，若裙子带静电，就把电池

的正极在裙子上面擦几下就可除

去静电。

教 你

拿 手

花生粘

宁愿被致残

也不愿被冻伤

英国专家：

常穿雪地靴易致“内八”

“他都几双这样的鞋子了还给他买？

哪个小娃儿连雪地靴都是几双几双地买

嘛？”“这不一样。 这个是带扣子装饰的，

而且是皮毛一体，是防水的，直接在雪地

里打滚都不怕湿。 以前那个是不防水的，

哪儿一样嘛？”这是儿子出生以来度过的

第三个冬天，也是老公和我第三次因为同

一个问题争执不休。

从儿子才三个月还不会站立开始，一

到冬天就给他添置两三双雪地靴已成习

惯， 总觉得没有什么鞋子比它更适合这么

小的孩子保暖过冬。我家娃一直就穿得少，

很小的时候冬天也会偶尔忘记给他穿鞋

子，脚上一双薄袜子就抱上街了，每次都引

得一些老人上前来劝说，“天哪，你这样要

不得哟， 娃娃咋可以不穿鞋！ 寒从脚下起

啊！”那表情比冻坏了自家孙儿还夸张。后

来反省自己是不是也太粗心了， 于是趁着

给自己买雪地靴的机会买了他人生当中第

一双雪地靴，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冬

天里儿子的最佳“拗造型”单品。

当然，商场里动辄一两千的正版货不

敢轻易问津，但网上买个一两百块的还是

消费得起， 所以我的雪地靴是一年一换，

反正价格也便宜，两双换着穿，来年就扔

掉。从几年前第一次把双脚套进靴子的那

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今生今世必定与它结

缘，执子之手一定与子偕老了！这种靴子，

穿着温暖舒服不说，关键是好搭配。对于

我等不喜欢打扮的懒女人来说最合适不

过。运动装可以搭，休闲装可以搭，棉袄长

袍一样可以搭， 禁得起各种造型考验，实

乃居家必备老幼咸宜不分性别的着装佳

品。穿了这样的鞋子之后，在成都这样阴

冷的寒冬，我再也没找到更令我想把脚套

进去的鞋子了。每次出门，虽然心里有个

声音在呐喊：换一双吧！但双脚还是不由

自主地寻着雪地靴而去，那种感觉就像狗

看到了骨头，蜜蜂嗅到了花香一样。

前一阵，老公天天在家吼脚冷，我极

力给他推荐雪地靴， 他说那是女娃儿穿

的，我说那就在家穿，保你温暖整个冬天。

结果这个极力反对雪地靴的汉子从只在

半夜外出觅食时穿，到白天出门在小区周

围溜达也穿，估计很快就会穿着去上班谈

合同了吧。现在，连我家八十岁的老外婆也

有一双雪地靴，只是她舍不得穿，说要等到

最冷最冷的时候才拿出来。

我一直觉得雪地靴是这个世界上最

丑陋的女鞋之一，即便有无数时尚IC O N

无时无刻不在免费为它代言，即便我已经

穿上不忍脱下，我仍然这样固执地认为！

据说雪地靴起源于澳大利亚。当时的

澳大利亚人用两块羊皮包裹成鞋子穿在

脚上御寒， 并给这个鞋子取了个名字叫

U gly�boots———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丑

陋的鞋子！可见，在被发明的最初，雪地靴

就是以“丑”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

我的三位女同事，一直走在时尚最前

沿。早在雪地靴烂大街之前，她们就已经

穿上了它们，并一改往日“以貌取人”的

牙尖态度，对它们的功能赞赏有加：比如

李小姐在电影院看电影时必须没素质地

把脚从鞋子里拿出来，她说“脚板都要热

熟了”；陈太太不仅自己经常穿一双已经

看不出原色的“裸色”长靴，还给她古板

严肃的老公也买了一双；王小姐得意地脱

掉了常年穿着的厚秋裤，居然在冬天光脚

穿U G G脚板心都要冒汗……

去年，在“热情冬日”的诱惑下，在三个

女人的怂恿下， 在淘宝代购破天荒的打折

下，我终于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双雪地靴———

它是深咖啡色的皮毛一体，中长款，脚踝处

有一颗俏皮的大木扣，可以由此将高级羊毛

外翻，这样，我的U G G还可以变身为一双及

踝短靴。虽然一靴两穿，但它仍然固执地保

持了N 年前我第一次在三位女士脚上见到

它们时的样子———呆板、笨重、丑陋。

艾玛！它固执地丑了那么多年，丑到

大街上全是它的踪迹，丑到我居然穿上了

它，然后再也舍不得脱下！

最近有一则新闻说， 英国骨科学院指

出，久穿雪地靴易成内八字，还易致脚部畸

形。可是比起脚底冷到失去知觉，脚趾冷到

长满冻疮，我宁愿变成内八字！

在不享受“江浙沪包邮” 的成都，在

“没有北方暖气”的成都，这个冬天，没得一

双丑陋的U G G ，你咋个熬得过去？

对一个懒女人来说

再没有比雪地靴更好搭配的单品了

没得一双丑陋的UGG

这个冬天你咋个熬得过去

前段时间我的老同学在Q Q 上呼叫

我，发来专营雪地靴的淘宝小店要求照顾

生意。他傲气地招呼：“来整一双，镇江原

单！”我傲娇地挑剔：“我有三双，你的颜

色我都有了。”那一瞬间，我突然找到了一

种收藏了若干色铂金包的白富美的内心

质感。 原来是这种感觉啊……好舒爽，好

解气。

这个气，不是说我跟老同学有什么过

节，而是因为这世界与我为敌。你们说，都

是女性， 咋个人家腿长腰细花容月貌，我

就……这副样子？ 每次看到人家穿大露

背，我无言；穿超高跟，我无言；穿曳地裙，

我亦无言。上天偏爱了某些人，时尚偏偏

也宠爱她们。这让我很不开心。

但是，冬天让我开心。看到天气预报

的温度蹭蹭下降， 我的心花却逐渐绽

开———再臭美的时尚女人，终究都会败给

温度，我就不信她们不把大白腿和小胸脯

包严实，我就不信她们不穿雪地靴！

比如最近这些飘雪的日子，我的心情

特别稳定。心不慌了，气不堵了，每天逛街

买菜遛弯儿套一双雪地靴，一夜之间和全

成都千千万万的美女们都站在了同样一

个平台上。虽然我们脚上会有颜色各不相

同，鞋帮子高矮不一，以及细节上毛毛多

少与铆钉亮片的差异，但是，我们都是雪

地靴的孩子呀！

更让我欣慰的是，雪地靴虽然价格从

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 但是笼到脚上，立

马看不出来版型材质的巨大差别。平时逛

商场， 鞋履区那些动辄成千上万的高矮

跟、坡平底，早就让我看不惯了，凭啥子几

张小皮子拼个鞋就要洗白我的钱包嘛，凭

啥子只能穿一季还不能天天穿的小玩意

儿还要分啥子高端低级嘛。雪地靴就不一

样咯，一出马，立即把鞋履界的贫富差异

一举歼灭！

随便啥子品牌，随便啥子皮子，随便啥

子设计，你有不有雪地靴暖和？有不有雪

地靴经脏？有不有雪地靴经穿？哪怕我蹬

一双2000年版的新中兴高仿原价100元

的雪地靴， 也敢在名牌专柜白一眼刚试

过的小羊皮短靴，高贵地鄙视：“算了，不

热和！” 专柜小姐还只得弱弱地回一句：

等春天穿我家的鞋子就合适了。

切！春天来了，你以为我还会来吗？

所以我一定会珍惜每个冬天来之不

易的心理治疗期， 然后在每个春天来临

的时候， 花十元钱把这些可爱温暖的笨

靴子细细洗净，好好收藏。说一声珍重，

明年再爱！

感谢雪地靴

让美丑穷富站在了同一平台上

其实

什么鞋穿久了都要“遭”

久穿易伤脚，但致残的可能性不大

上天疼爱白富美，雪地靴呵护土肥圆。不管是小粗腿还是大胖

子，不管是穷学生还是小白领，不管是老少女还是小媳妇，雪地靴总

是能让所有“不完美女性”愉快安心。

雪地靴对我等不喜欢打扮的懒女人来说最合适不过。 运动装可

以搭，休闲装可以搭，棉袄长袍一样可以搭，禁得起各种造型考验，实

乃居家必备老幼咸宜不分性别的着装佳品。

可是比起脚底冷到失去知觉，脚趾冷到长满冻疮，我宁愿变成内八

字！在“没有北方暖气”的成都，这个冬天，没得一双丑陋的

UGG

，你

要咋个熬过去？

骨科专家

□

黄薇

□

李子甜

□

李嘉茗

干香菇的泡法

烹调前， 先用冷水将香菇表

面冲洗干净， 带柄的香菇可将根

部除去，然后“鳃页”朝下放置于温

水盆中浸泡， 待香菇变软、“鳃页”

张开后，再用手朝一个方向轻轻旋

搅，让泥沙徐徐沉入盆底。如果在

浸泡香菇的温水中加入少许白糖，

烹调后的味道更鲜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