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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杯里泡枸杞，易上
火的人不适合

保温杯里泡枸杞是时下最
受追捧的“养生大法”之一，但每
个人的体质不同，枸杞并不适用
于所有人。有的人吃偏温补的食
物就会上火，因此他们不适合把
枸杞作为日常保健食物大量服
用，否则会加重上火表现。

切洋葱前先冷藏一会儿
每次切洋葱，就会泪流满面

吧？建议将洋葱放入冰箱冷藏几
个小时再切，这样洋葱中的蒜氨
酸酶的活力会大大下降，切的过
程中就会减少含硫气体的产生，
也不会感觉眼睛刺激难忍了。

别等到睡前再洗澡
研究发现，等到体温降到特

定温度时，人体才会有困意，催
促身体赶紧睡觉。洗澡促进血液
循环、缓解疲劳，但也会让身体
体表温度升高，抑制大脑褪黑素
分泌，降低睡眠质量。所以至少
在睡前一小时洗澡更好，水温控
制在37~39℃左右。

头发有异味用盐水洗
经常抽烟、头皮出油、皮炎

等，会让头发闻起来有异味。想
去除这种异味，要避免过度使用
洗发液，两三天洗一次最为理
想。清洁力强的洗发液会破坏健
康的皮脂膜，不仅加重异味，还
会使头屑增多，长小疙瘩。如果
忍受不了两三天洗一次头，可尝
试用粗盐水洗头。方法是：洗头前
先梳头，将灰尘等污垢除去；在2
升水里融化1~2勺的粗盐，一点
点浇在头皮上，同时用指腹按摩；
最后用温水冲净头发即可。

当一名一贯勤俭节约的家庭主妇终于
决定要放弃一件还有使用价值的家用物品
时，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她对那个家伙已
经忍无可忍了。

好吧，说的就是我。去年，我终于扔掉
了陪伴全家多年的麻将席。

说起那麻将席，就想起好友的一本书
名——《爱与伤奔涌不息》。我对它，爱有多
深，伤就有多重。

爱它，是因为试过了各种材料的凉席，
真的只有麻将席最能抚慰一具具被暑热煎
熬的躯体。那些用晶莹的塑料绳串起的小
方块，色泽淡雅，光滑微凉，带着竹子的清
香，肌肤一接触，悠悠凉意立上心头。所以，
年复一年，我们都与之作伴。而它们真是经

久耐用啊，一年年下来，除了竹块的色泽稍
有加深，似乎永远不会坏掉似的。

但是呢，我对它们的恨也是切实存在
的。每一年，收凉席和取凉席都是我生命
中不可承受之重。重，是麻将席唯一也是
无法回避的重大缺陷。每年秋天到来，想
到要把它拖下床洗净晒干包裹起放到吊
柜里去，我就开始抑郁了。就这么两三床
席子，几乎要耗尽我吃几十年饭蓄养的全
部精力。

首先要把它折起来弄下床就得使出吃
奶的力气，竹块又不能像纸一样折，卷起还
是那么大一堆，无法入手抱，只能连拖带拽
地弄下来。然而家里并没有那么大一个盆
给它洗澡，最终我聪明地用上了浴缸，在里

面把凉席东挪西挪地分区域冲刷，每拖动
一次都要出一身汗。成都的秋天，基本上是
阴沉模式，鲜见阳光，洗完只能在阳台上搭
两把椅子让它们慢慢阴干。

最后一步也是最艰难的就是把它们
送入卧室的吊柜中——这也是家里唯一
一个能装下它们庞大身躯的地方。这个活
就必须要两个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一个
人先搭梯子爬到高处，另一人将小凳子搭
成梯级，先将捆好的席子抱起来，再登上
一级梯步，使出撼山之力，将它托举到位，
两人合力猛推，入柜……如同打一场艰苦
卓绝的战争。在我找到合作者之前，那堆
凉席就成为一堆讨厌的障碍物，盘踞在卧
室的角落，时时提醒我：战争尚未结束！

当然，每年夏季开始的时候，我得把以
上程序反向重复一次。每次在我耗尽气力
挣扎着和它们搏斗时，就咬牙切齿发誓要
把这一堆沉重的货丢掉，可是，当它们被弄
上床，散发着淡淡的柔光和凉意时，我就心
软了。就这样，且用且纠结。直到去年，我的
腰坏掉了，才终于下决心与它斩断关系，不
再承受这项沉重的劳役。

然而我自己是没有本事把它们抱下5
楼的。找了一个收废品的师傅，给了 50 元
钱，他才百般抱怨地帮我弄走了。唉，送神
都这么难，心口好痛！

好在，从此，我的换季收纳焦虑症就好
了大半。没了那几床凉席，其他，简直是“小
克死”！ （一笑）

■ 每到由夏入秋的时候，我的心情都是喜忧参半。
■ 喜的是天气终于凉快了！夏天真的太讨厌了，热得人门都不想出，一出门
就一脸汗水满脸通红气质全无，空调整天开，电费吓死人。而秋天多好啊，风
悠悠地吹着，舒服得让人想天荒地老。
■ 忧的是，又要换季收纳了！不要跟我说那些收纳技巧，技巧不重要，无非
是丢丢丢嘛，重要的是我现在连站起来去收纳的勇气都没有！
■ 因为收纳对很多人来说，根本就是从体力到精神的一场摧残！

又到换季收纳时

哎哟喂
脑壳痛

每年有两个季节——冬去春来和由夏入秋之时，都是我预先存
储好了气力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这是我从刚结婚自己当家那会儿
就形成的习惯。

那时候的我非常年轻勤快，往往天气刚一转凉，我就像个勤劳的
小蜜蜂忙个不停，夏衣夏被洗干净收起来，秋衣冬被也全部翻出来晒
好预备着，总之两三天就能把整个换季工作全部完成。谁想天气真是
反复无常，才凉上两天又热起来了，我先还想着耐着性子捂一捂，可
热得实在扛不过，总不能都秋天了还热出痱子来吧,只好再把夏衣凉
被拿出来。可往往刚用上两三天,天就真的凉起来了。

冬去春来时也是一样，刚把冬被收起来，就迎来一场倒春寒，春
夜里冻得辗转反侧半天睡不着……罢罢罢，于是又把冬被拿出来。然
而没过几天又热得好似夏季，这回想着总不至于再冷了吧，结果老天
爷就是不按理出牌，反反复复折腾好多回，才最终定下心来让人好好
过日子。

就这样，我每年都要在换季的时候被如此反复地折腾好几回。现
在，我也总算长了点记性，每次换季，我都会先捱上一段时间，确认天
气不会再反复了才收纳整理，免得这边刚收拾好，那边天又变回去了，
白费力气。 （米粒之珠）

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换季收纳换季收纳””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听到就烦听到就烦

“今天就下个决心把衣柜收拾了？”我
操着手，站在衣柜前，恶狠狠地想着。

是的，对我来说，收拾衣柜简直是一
个至少需要鼓三次勇气才能最后化为行
动的事。

收拾衣柜真的好烦。首先要看哪些
衣服可以折起来，哪些衣服必须挂起来。
要挂起来的衣服还好说，直接一骨脑地
搬到另一个衣柜即可；那些要折起来的
衣服就简直要了我的命——生平最烦的
就是折衣服，你用尽平生所学结果折出
来的衣服要不根本不平整，要不就是你
才抱起来还没放到柜子里就又散开了，
之气馁！

好不容易把这季不要的衣服折起来
了。那好，把家里的梯子拖出来，把这一季
要穿的衣服从上面的柜子里搬下来，把刚
折好的暂时不要的衣服搬上去，小心哦，一

次少搬点哦，不要把衣服掉下去了哦，不然
又要重新叠哟！

小心翼翼终于干完乾坤大挪移，正想
往床上一躺，结果头才挨到枕头，余光中发
现刚搬出来的衣服放了一季，好多都皱巴
巴的。虽然身体已累得百般不愿意，但作为
一个要面子的主妇，我再怎么懒，也还是不
愿意看着自己的老公和孩子像坨咸菜一样
在外面晃噻，所以，还是挣扎着爬起来，不
管以前是折起的还是挂起的，一一重新检
查一遍，再大包小包地塞到洗衣机里重新
洗一遍。

好了，终于把衣服打整清爽了，可还有
床上用品呢！毛巾被收起，放到盆子里，排
队，等洗衣机洗完衣服再洗。

至此，腰杆已经累得要断了，但席子
还没收呢！收席子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先
要趴在上面用布擦一遍，再抱到卫生间用

开水烫一遍，最后再用刷子刷一遍，哪个
步骤都是体力活！每次我吭哧吭哧地趴在
卫生间，一边开着花洒冲一边跪在地上刷
的时候，都全靠“算了，就当是减肥”的心
理在硬撑。

好不容易洗净晾干，可以收起来了，
可是以我一个人的力气，咋个收！只好惊
风火扯喊老公帮忙。两人呲牙咧嘴合作半
天，总算将它大差不差地装回了原来的袋
子里。妈的，睡的时候硌人，收的时候要
命，为了贪图那点凉，我这代价也太惨重
了吧。于是今年整整一个夏天，我和老公
谁也没提“凉席”这两个字，我们就这么心
照不宣地天天开空调睡毯子，撇脱地过完
了这个夏天！

卧室里的东西终于收拾得差不多了，
可门口那一堆鞋子也不能装作看不见呀。
凉鞋要全部洗净擦干晾起；夏天穿的网眼

运动鞋也要全部洗净晾干；再把秋天要穿
的鞋子一双一双拿出来，有灰的用湿布擦
一擦，瘪了的赶快捏坨纸把它撑一下。

干完这些，再身强力壮基本也会被累
得半死吧。

所以，不要跟我说什么换季收纳，听
到这四个字我就烦！上周末，大雨，全成都
80%的人都窝在家里百无聊赖，我就在想
啊：算了，趁今天没事干，把夏天的衣服收
起来？我知道这个事是躲不脱的，我也在
心里给自己鼓了十八次劲，但一走到衣柜
边，看到那挤得风都插不进去的一柜子衣
服，我腔都没开，又悄悄地退回到客厅，装
作若无其事地耍起了手机。至于这几天要
穿的秋装，我都是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夏
天的衣服使劲往旁边一推，腾出屁大点地
方，放了那么两三件。

唉，管它的，能拖一天算一天。（柳芭）

收了这个那个又冒出来了收了这个那个又冒出来了，，啥子时候是个头啥子时候是个头！！

三两场雨之后，成都突然就从酷暑切
换到了清秋。从闷热到凉爽，我表示欢迎，
但随之而来的换季收纳却让我有点吃不消
——上一季的衣物入库，下一季的衣物盘
出，看似简单，但功力稍微差点，一小会儿
就会让人精疲力竭。

我家的换季整理是从衣柜开始的，短
袖不能穿了，裙子也不能穿了，毯子也要换
成薄被。像我这种缺乏收纳天赋的人，打开
衣柜，挂着的几件还好说，下面层层叠叠堆
放的衣服，就是此前随性的“债务”。

摊开这些“债务”，就是一场对良心的
“拷问”：咦，这件T恤居然压在这里了，前
两个月热的时候一直都没找到，可惜现在
都过季了；唉，咋个户外快干短裤也在这
里啊，上个月去溯溪没找到，害我花两百
多块钱重新买了一条……想起不久前整
理夏天的照片时还埋怨，说自己照来照
去，穿的总是那几件衣服，原来好多衣服
放着放着就搞忘了，现在倒是找到了，可
惜已经用不上了。唉，打包，打包！

打包的问题好解决，反正我又不追求时

尚，今年的衣服明年穿也不觉得落伍。但孩子
的衣物就不行啦，一年长好几厘米，春天的衣
服秋天穿都可能小了，更何况是第二年？但要
扔了吧，哎哟，我妈在家呢，要是敢扔，非唠叨
一天不可。那就这么继续放着吧。至于放着干
嘛，当然是换一段家里平静祥和的时光啦！

衣柜整理完，整个人都要累瘫了。但往
往这个时候，你就想顺手把衣柜外的世界
也整理一下。可是放眼一看，电视柜、餐桌
上放着书，但书柜已经塞不下了；电风扇也
还非常碍眼地杵在客厅里，各种小零碎也

杂乱地散在各处……
做其他事情，做一点就会少一点，但收纳

不是，往往整理好这部分，又不断有新东西冒
出来，比如刚把线缆收好，又发现了耳机，那这
耳机是放到线缆盒里呢，还是放到常用电子
产品盒里？每个东西，都要思考如何归类，一旦
放错，就又会出现一到用时到处找，结果东西
没找到却把家里翻得像进了贼一样的情景。

所以，换季整理的时候，我经常干着干
着，心情就跌到了冰点——妈哟，啥子时候
是个头啊！ （花椒）

自从丢了那几床麻将席自从丢了那几床麻将席，，我的换季收纳焦虑症就好了大半我的换季收纳焦虑症就好了大半

｛

教教//你你//一一//招招

糖醋里脊
1.腌肉：1 斤里脊肉事先用

刀背拍松，切成条状，加 1 勺料
酒、半勺盐、少许白胡椒粉和 1
个鸡蛋抓匀，腌制20分钟；

2.腌完的肉直接裹层干淀
粉，这样的肉外酥里嫩，比起挂
面糊更简单好操作；

3.起锅热油，下裹了淀粉的
里脊肉，中小火炸至熟透捞出，
待油锅烧至190℃，下里脊肉大
火复炸至表面金黄酥脆；

4.锅中留少许底油，加适量
番茄酱中火炒匀，加少许白醋、
水、半勺盐、1 勺糖和一小碗水
淀粉（水：淀粉=1：1），转大火勾
芡收汁；

5.下炸好的里脊肉翻炒至
均匀裹上茄汁，关火盛出，撒上
少许熟白芝麻和葱丝，糖醋里脊
完成！

太太//太太//厨厨//房房

天气欲走还留天气欲走还留，，东西收了又拿出来东西收了又拿出来，，
烦不烦嘛烦不烦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