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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个脑筋急转弯：香蕉
和梨子打在头上，谁最痛？答案
是：头最痛。我立刻想变换一下
这道题 ：萝卜和土豆遭遇切菜
器，谁最惨？答案：手最惨！
这是我数次起用又抛弃一
件厨房高端神器——切菜器之
后最深刻的领悟。
想当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我就拥有了一套朋友送的切菜
器，
真是煮妇界的骄傲。
当大家惊
叹于我的萝卜丝土豆丝切得又
细又匀时，我就拿出这切菜神器
骄傲地炫技一盘：
拿一个大碗，
将
长条形的切菜器放在上面，土豆
压到闪着寒光的锯齿上，用力一
搓，一排又细又匀的菜丝就掉入
碗中。唰唰唰，土豆丝连绵而下，
观者无不目瞪口呆。
然后我再告诉他们，只需安
上不同的配件，这个还可以选择
切细丝粗丝或片片，甚至可以将
生姜搓成粉末，之高级……煮妇
得此宝物，不跟武林高手拥有了
一把青冥剑一样骄傲吗？人家羡
慕我那个眼神啊……
实际上，切菜的前半程也是
当得起这羡慕的，只不过，后半
程我就不表演了……辛苦自知。
土豆搓到半个以后，剩下部分变
软，不好拿捏，开始打滑，只能变
换方向再来几下。之后剩下的就
更轻更软了，只有使劲压住才能
确保将它压进锯齿搓动，可这一
使劲，手指也就难免嵌进去，稍
有不慎，一块肉皮也就沟壑纵横
了……那个痛啊！除非你舍得将
手上的菜从三分之一处扔掉，否
则每一棵菜你都得花很多时间
来解决它的后半生，而且随便你
怎么小心，受伤总是难免的。
至于那搓姜茸的，则是由一
排排有细密锯齿的小圈圈组成，
生姜块头小，极易搓到手，而且
碎渣嵌在里面掏都掏不出来，一
块生姜，有一半都是喂了机器被
迫拿水冲掉。如果一顿饭规划了
几个菜，你就要拆装清洗各种板
块，花的时间精力多了去了，哪
有一把菜刀当当当横扫一切那
么便捷。
最后透露一个秘密：菜菜千
万种，为何我总拿土豆和萝卜来
表演呢？答案在于，它基本上就
只搞得定这两种菜，软了不行，
大了不行，小了不行，空心不行，
如果你指望有了它真的不用切
菜了 ，那就只能天天吃萝卜土
豆，惨不惨？
（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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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小了方了都不行
这切水果器要上天哇

现代社会，主妇真
是越来越好当了，什么
都可以外包，
只有给钱；
如果不想陌生人在家里
转来转去，
也容易，
可以
买各种物件来让琐碎的
家务化繁为简，
轻轻
一摁，
万事不管。

自从买了切菜器
我手指上的伤痕
就没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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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是，用 了 之
后才发现，这世界
上哪有什么神器，
最神的其实就是自
己这双手，
其他
啥都靠不住！

买了冰淇淋机还得买一堆
配料，我这是要拿冰淇淋
当饭吃吗？

残渣剩物我都收拾完了
还要洗碗机干什么？
女儿去国外读书，开洋荤之后，第
一件事就是为家里添了台洗碗机，嘱
我要改变落后的生活方式，把自己从
繁琐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哎呀这女儿
孝顺得！
机器送上门，欢天喜地扔了几个
碗进去试新。眼看着里面灯火通明冲
得刷刷响，我既新奇又喜欢，想以后
劳动妇女真是得解放了。可一会儿就
迷惑了。就几个碗，咋个一直不见停？
去拉门，有保护，拉不动。一个小时过
去了，机器还在卖力工作，我有点急，
坏了？越是着急里面哗啦哗啦闹得越
欢 ，似 乎 洗 碗 这 件 事 永 远 没 有 了 尽
头。打电话给厂家，对方很温柔地说：
请耐心等待，机器没毛病，洗好它自
动会停的。
谢天谢地，终于等到洗碗机停工。
我一看，居然洗了两个多小时？崩溃地
再去问厂家，对方更温柔地说：对啊没
错，就是这样设计的，洗碗烘干消毒，
一道道程序来，
就是要这么久！
三五个碗，两个小时！这水电也不
免费啊！拉开洗碗机来看，更崩溃，机

器底部很多残渣，锅铲上还粘着油锅
巴！向女儿投诉，女儿说明明就是你使
用不当嘛，锅铲和碗碟里的残渣剩物
都必须先用水冲洗干净再放进去，还
要注意摆放的位置，不能让水冲不到，
锅巴得自己抠掉再送洗。洗得久费水
电？那你就积两天的碗一起洗呗。可我
这碗碟下一顿还得用呢……多买几套
餐具备用嘛！
这下我总算明白了，所谓洗碗，就
是你得先把要洗的东西打理到里面没
有任何杂物，再给它按要求摆好。而且
随便你给它几个，它都会很负责地洗
两个多小时。简单一句话，就是它只负
责向碗里冲水，
其他的就看你了。
我疯了吗我，明明干了一多半的
活，功劳还得记到它头上，而且还得为
它超高的水电费买单。而且按照我传
统落后的工作方式，只需要不到 10 分
钟的活儿，它却要用两小时！我这不是
请了个祖宗来伺候吗？
从此，那高大上的洗碗机就成了
我家的摆设，供对此抱有幻想的朋友
参观研究。
（子微）

碎肉一分钟
清洗半小时
一次在微信里看朋友转来的视频
《德国人的厨房》，看得那叫一个口水
长流。还有什么说的呢，赶紧去超市置
办工具，咱也来场厨房革命吧。
兴冲冲首先买了两台电动粉碎机
回来，一台碎肉，一台碎蔬菜。啊，再也
不用一刀一刀去切，去剁，我想吃饺
子，想吃包子，想吃肉丸，我还要吃炸
酱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机器一转，
本来一个钟头只需一两分钟搞定，想
想就安逸，甚至，辣椒面、胡椒面、花椒
面我都再也不用去超市买了，
自己整。
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用了方知，这粉碎机碎肉要求之严格，
简直跟书法老师一样，肉不可切太厚，
也不可切太薄，不能切太大，也不能切
太小，否则机器使用一下便罢工，甚至
直接就不理你！而且，好不容易碎出来
的肉只是一个模式——肉泥！哎，我想

做的是肉臊子和狮子头，需要颗粒状
的好不好！
最最令人崩溃的是清洗。首先要
拆卸，因为主机不能沾水，拆卸下来
后，再把刀片上的肉泥用筷子或勺子
刮下来，然后用洗洁精去污，清水刷
洗，晾干，再装回去。而做这一切时，须
小心翼翼，为啥呢？因为刀锋尖利，怕
割破手啊！这样一来，碎肉倒真的只用
了几分钟，但这前后的准备清洗工作，
加起来比我自己切肉还麻烦。
还有那个碎菜机，说起来更是一
把伤心泪，除了把塑料内壳染得跟青
草色一样外，取出来的菜泥维生素尽
失，完全就是一把嚼不烂咽不下的山
羊饲料嘛。
出师不利，让我对建设完美厨房
丧失了信心。朋友劝我：微信微信，只
能微微信嘛，
你咋能当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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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有时候就是不思悔改，屡错屡犯，这
不，那天和老公逛商场，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精
美厨具，又动心了。不过这次还好，控制住了买
大件的冲动，只买了两个迷你小神器——其一
为切水果器，
其二为捣蒜器。
切水果器是一个巴掌大的圆弧形不锈钢器
具，
立着四块刀片，
把水果放上去往下一压，
水果
就自动被切成了均匀的四块，确实省事。可后来
我才发现，这切水果器比人还挑剔，切苹果或橙
子等圆圆的水果还将就，
但一旦梨子是小而椭圆
的，
桃的表面有尖尖就不行，
然后又嫌西瓜太大，
圣女果太小，用了几次以后，连四体不勤最想偷
懒的儿子都说：
“这么麻烦，
还不如小刀方便。
”
捣蒜器也是，把蒜剥好往里面一丢，再轻轻
往下一压，
倒是连蒜汁都出来了，
可是，
下面密密
的小针孔一样的底部总会留下不少蒜渣，
用水根
本冲不干净，得用牙签一个一个地去挑。每当这
个时候，
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吃多了哦。
于是，
用
了几次，
就又被体面地收到厨柜角落里去了。

大家都说我是个“儿奴”，因为儿子喜欢吃
冰淇淋，我嫌外面的又贵又不安全，就喜滋滋地
去网购了一台冰淇淋机回来，准备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
本以为买回来以后把原料往里面一丢，就
可以翘着二郎腿天天有吃不完的冰淇淋呢，可
是我还是太天真了，买回机子之后，才发现还得
有更多的各种配器和配料。首先是淡奶油、炼
乳，这些都是中餐里不常用的调料，还得买！然
后还得把淡奶油和牛奶混合之后打发出泡，如
果自己用筷子打发，那胳膊肿成象腿你也打发
不好，还得再买电动打发器；打发器买了之后还
得买量杯、小秤，因为配方之严格，不然冰淇淋
就会被做成冰渣子。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就
像一个攒足劲买了个 LV 包包的小穷酸，我现有
的衣服、鞋子和包包根本不匹配，我还得花更多
的钱去买名牌衣服和鞋子！
最后，当一切繁琐的程序搞定之后，我惊讶
地发现：还得把冰淇淋机放进冰箱冷冻室里冻
八个钟头！我晕，我家就一普通的家用冰箱，哪
有那么大的空间放冰淇淋机啊？望着这个尊贵
无比的冰淇淋机，
我欲哭无泪！

这扫地机器人是个什么鬼
不守着它就瞎干一气
年中大促的时候，
我豪掷千金，
买了一个扫地
机器人。
买回家后，
女儿还给它起了名字：
扁扁。
和所有扫地机器人一样，扁扁干活最大的
麻烦就是被卡住，我们客厅的沙发是用钢棍做
支撑条的，扁扁几乎每次都越不过去，但还挺执
着，一直往上翻，但总以失败告终，必须得由我
们在后面推它一下，
才能克服障碍。
有一次我忘记关浴室门，想起来时，扁扁已
经在黑黢黢的浴室里勤勉地工作了半个多小时
——不晓得它怎么进去的，反正是转不出来了。
我吓了一大跳，赶紧检查浴室有没有积水，确定
它不会把水吸进去后，
这才放下心来。
此外，我亲自上阵配合扁扁干活的时候也
不少，比如让它吸脚垫的时候：三个脚垫依次摆
开，围成一个圆，因为扫地机器人的局部清扫模
式是从中心点开始，呈圆形往外运动开去，再收
回来回到中心点。但是三个脚垫厚度不一，旋转
运动的时候，扁扁就会产生错觉，运动到另外的
圆圈区域，我就得不停协调运动方向，踢着垫子
跟着它走……
最烦的还是它清扫渣滓的时候。地上的大
渣滓，我一脚踢到它的感应区，它“啊呜”一下就
吞进去了。但如果渣滓小，你踢过去，感应区的
风一吹，就给吹跑了，根本打扫不干净啊！唉，算
了算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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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梅的扦插方法
看到路边的三角梅花墙，是
不是恨不得搬回家？别羡慕，学
会下面的扦插方法，不用买，你
也可以拥有一面三角梅花墙。
1.扦插前准备一些透气疏
松的土壤，可以用泥炭土，掺些
蛭石和河沙。
2.选取 1 年以上健康的三角
梅枝条，截成若干小段，每段 7~
10 厘米，有 1~2 个芽，下部分叶
片摘掉，只留顶部 2~3 片即可，
减少水分蒸发。
3.把三角梅枝条下端沾点
水，再蘸点生根粉，然后插入土
壤中，
浇透水即可。
4.扦插完后，在花盆的上方
覆盖一层保鲜膜，放在通风凉快
的地方，现在天气热，可以在薄
膜上扎几个小孔透气，大约两周
后，三角梅枝条就会生根，生根
后移栽进花盆里就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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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香正气水
不仅能“喝”，
还可以外用
外敷防中暑
藿香正气水能改善中暑症
状，除了直接喝以外，还可以用
来敷肚脐。
用法：用棉球吸足藿香正气
水，放在孩子肚脐上，用创可贴
或胶布贴住。可在孩子长时间户
外活动前贴上，或是气温高的日
子里每天贴 2~3 小时，但如果气
温持续在 35℃以上，建议不要让
孩子在户外活动。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对 酒 精 过
敏、皮肤有伤口的孩子不宜用此
方法。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
尿病、肾病患者，以及儿童、孕
妇、哺乳期妇女、年老体弱者应
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巧治皮肤病
1.蚊虫叮咬
夏日若被蚊虫叮咬，可用藿
香正气水外涂患处，半小时左右
即可减轻或消除瘙痒感。
2.慢性荨麻疹
口服藿香正气水 10 毫升，
每 日 3 次 ，连 服 两 周 为 一 个 疗
程。若伴有喉头水肿、休克、发热
者，近两周来曾用过皮质激素类
治疗者，以及阴虚火旺者不宜采
用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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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饭煎饼
材料：鸡蛋 2 个、米饭 1 碗、
孜然粉、盐、酱油、面粉、芝麻油
做法：
1.鸡蛋打碎，和米饭、孜然
粉、盐、酱油、面粉一起搅拌均
匀，
米饭稍微煮硬点煎才好吃。
2.在不粘锅里放少许油，舀
一勺米饭糊摊在上面，直至两面
都煎得金黄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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