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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7日 星期六06太太做主 家里那点事 太太说了算
WEEKEND

吐司版香蕉派
1.吐司切掉边角，香蕉

斜切成片摆在吐司上，对折
卷起；

2.打两个鸡蛋，将包好
香蕉的吐司沾满蛋液；

3.锅内放少量油，吐司
下锅焦至双面略焦，香蕉融
化在里面即可。

牛奶年糕

1.锅中放清水，倒入年
糕，煮至年糕软糯，捞出沥干
水分；

2.将年糕放入牛奶中加
热几分钟；

3.放入适量蜂蜜，搅拌
均匀即可。

去年 3 月，我带着爸妈去三亚玩，那
两口子吵着要住民宿，于是，天真的我信
了他们的邪，订了一家300块钱一晚的民
宿。商家号称是“热带雨林双床房”，我们
一家人挤挤也能睡，关键地理位置很好，
说是在“亚龙湾区吉阳镇森林公园门口”。

多方便呀，简直物美价廉！我们三人
浩浩荡荡打车去了指定地点，下车之后
傻眼了，哪有民宿呀，只有一扇森林公园
的门。

后来联系到店家才知道，民宿在距离

森林公园三公里的村里，四舍五入约等于
在森林公园门口。

这都不算啥。进了房间，我们三个人
彻底瓜起了。所谓的热带雨林、阳光、沙
滩、海浪，都是画上去的！四面墙壁都是殿
堂级的艺术作品啊，连扇窗户都没有，通
风全靠空调，跟坐牢似的。第二天天没亮
我们就收拾东西退房了。欺头不好吃啊
……

在三亚的海滩有海上摩托，100块钱
10 分钟，由一位老司机带着去海上浪一

圈，没毛病噻。等我上了摩托，那位老司机
载我去了好远好远的地方。再绕回海滩
时，店家告诉我，我超时了，要补 100 块。
后来才知道，这是这家店的惯用伎俩，专
坑游客，反正我们又不会再去第二次了。

下一个故事还是跟旅途住宿有关。去
年底，我和朋友去了一趟青城山度假，温
泉酒店哦，酒店介绍得乌宣宣的——“五
彩温泉，享受自然”。我们兴高采烈地带上
泳衣、各种装备，去了！

去了之后肠子没给悔青咯，它说的那

个“五彩温泉”只有一种色彩——黑色，一
只木桶一只木桶摆了两排，桶口用保鲜膜
封好的，保鲜膜湿哒哒的，就不是正经温
泉应该有的样子，把我的深海恐惧症都勾
出来了。水的颜色是深黑的，人要是穿着
比基尼下去，估计会漏墨。

早餐是自助的，当时写的是“畅吃畅
饮”。但一到餐厅才发现，总共就三种款
式：稀饭、馒头、咸菜。所以那句文案的全
称是“咸菜畅吃，稀饭畅饮”。小编用缩写
可能是为了节省预算。 （王提那）

怎样用吹风机
才不伤头发？
洗完头后，最好的方法

是让头发自然干燥。如果用
吹风机吹，应注意以下几
点：1.吹之前，先用宽齿梳
子梳理，这样吹的时候不会
打结，更容易梳通。最好抹
一些精油。2.合理调节温
度，不断地移动吹风机，使
头发免遭过热刺激。避免送
风时离头发太近，以距离
25~30 厘米为好。3.顺着头
发生长的方向吹，而不要逆
着吹，这样可把发干的鳞屑
吹平而不致吹起。

煮鸡蛋
谨记8分钟
鸡蛋煮太嫩无法彻底杀

菌，煮老了会增加营养素损
失和脂肪氧化。因此，鸡蛋的
加热时间有讲究。鸡蛋放入
冷水，大火煮开保持沸腾3~
5分钟，关火用余热焖3~5分
钟，一般水开后共需 8 分钟
左右。这样煮出来的鸡蛋状
态好，蛋清柔嫩，蛋黄刚刚凝
固，吃起来鲜嫩不噎人。炒鸡
蛋时，待蛋液凝固即可。

买菜小窍门

花菜
选购花菜主要看两条：

一是花球的成熟度，以花球周
边未散开的最好；二是花球的
洁白度，以花球洁白微黄、无
异色、无毛花的为佳品。
卷心菜

选购卷心菜的共同标准
是：叶球要坚硬紧实，松散的
表示包心不紧，不要买（（尖
顶卷心菜吃的是时鲜，松点
也无妨））。叶球坚实，但顶部
隆起，表示球内开始挑薹，中
心柱过高，食用风味变差，也
不要买。
豆芽

如何识别“化学豆芽”？
选豆芽时，要先抓一把闻闻
有没有氨味，再看看有没有
须根，如果发现有氨味和无
须根的，就不要购买和食用。

现在出门旅游，大家讲的不再是一天能看几个景点
了，而是景也要看，但舒适度也不能少，住得要舒服，
吃得要巴适。
尤其在“住”这个问题上，很多人越来越信奉“只有睡
得好，才能耍得好”。所以，五星级酒店、海景房、星空
房、特色精品房都成了大家的首选，对于越来越富裕
的很多人来讲，出门在外，钱真的不是问题，所谓穷
家富路嘛，一分钱一分货。
然而，纵然你抱着如此开放的心态，只要你面对的是
个很善于玩文字游戏的店家，你，很可能还是会输。

却一头栽进了
博大精深的
中国文字里面

出 门 住 个 店出 门 住 个 店

精挑细选的海景房，结果只能扭着脖子看个海的角角
坐标：西昌

有一年暑假，本来一家三口准备到青
岛玩。哪知时间没安排好，两天后恰逢青
岛啤酒节开幕，酒店价格爆涨，连如家、锦
江之星这类经济型连锁酒店都要四百多
一晚。听从朋友的建议，决定到网上找短
期出租的公寓。

左挑右拣，终于看中一套在江边、看
起来装修得也很简洁明快（本人最怕装修
复杂还要配个有纱纱的花窗帘的房间了）
的套二房，一家三口住正合适，最关键的
是价格也很良心，280元一晚。当即打房主
电话预订。结果房主第一句话就是：“哦，
这套房子现在要320元一晚。”什么？网上
不是明明写好280的吗？房主：“过两天啤
酒节，房价肯定要涨啊，我只是还没来得
及改价。”什么叫“肯定”？！虽然跟酒店比，
这个价格仍属划算，而且也只涨了40元，
但我就是看不惯这种坐地起价的行为。一
气之下，决定不去青岛了！

但不去青岛又去哪儿呢？想了半天，
决定去西昌。又近，风景也不错，到哪里玩
不是玩，哼！

想着是把耍青岛的钱拿来耍西昌，
光是机票一家三口就节约了将近八千。
于是，我们决定这趟西昌之行耍奢华点，
火车生平第一次坐了软卧。以为是像酒
店那种软软的床，结果坐进去才发现，其
实跟硬卧也没太大区别，只是从三层床
变成了双层床，然后加了个门，有了点私
密空间。

至于酒店，那肯定也尽量好点噻。于
是选了洱海边上一家刚开业才两年的“精
品酒店”，装修简洁大方（哈哈哈又提到了

“简洁”，可见我对简洁是多么情有独钟），
最重要的是，从图片上看，真的是推窗即
见“海”呀。哼，青岛有海很了不起吗，我们
西昌还不是有“海”！好，那就选海景房，也
才四百多一晚，相当于在青岛住了一晚锦

江之星，好划得着嘛！
这样一比，感觉像赚了几大千一样，

心情别提有多好了。
到了酒店，嗯，外部环境很不错哟，远

离人来人往的好吃嘴一条街，而且整个酒
店总共才四层，红砖灰瓦，绿树掩映，很
好。喜滋滋地拿到房间钥匙，喜滋滋地开
门进去——嗯，房间也不错，宽敞，干净，
一个房间足足有三十多个平方。

喜滋滋地瘫在沙发上打了会儿游戏，
准备推窗看一下外面的海景。结果——窗
子一推，海景是海景，但必须扭起脖子、支
起脑袋才看得见，因为我们所住的那个房
间恰好在洱海的拐角处，而且前面有一个
更高的酒店，于是我们的视线就只能歪着
头看左前方那一点海景！

嗬！这也太……马上决定打电话找前
台，老公制止了：“哎呀反正白天都在外面
玩，晚上回来海上都黑黢黢一片了，也没

啥好看的。而且旁边就是个大露台，想看
海景出门走几步，随便看。”

想想也是。算了，就这样吧，何必为一
点并不必须的事把旅游的心情破坏了呢。

事实证明，海景真没什么好看的，那
几天我们天天跑到露台上一边喝啤酒一
边看海，但看了没几眼就不想看了，因为
除了时不时有几艘载着游人的快艇开过，
真的没什么看头。

当然后来我们也仔细看了酒店的介
绍，发现海景房还分为两种，一种是全景
海景房，一种就是我们订的那种海景房。
也就是说，我们订的这种，就只够看个海
的边边角角，找了前台也没用。

从那以后，我们订酒店，就再也不管
什么海不海景了——反正白天出去玩，晚
上回来天都黑了，再辽阔的海也看不出是
海了。只要房间够大，够干净，装修简洁
大气，就OK了。 （柳芭）

所谓的高尔夫球场，其实就是个被废弃的操场
坐标：厦门

前年11月底，四个女人约起，撇下老公
和孩子，决定到厦门来个正宗的轻松之旅。

没了老公和娃儿，大家知道的，女人
的话，那绝对是决了堤的江河之水，关都
关不住。所以四人一致决定，找个环境好
点的民宿，最好是有露台那种，我们好好
生生瘫起，一边休闲，一边摆龙门阵。

作为一个喜欢操心的人，这个艰巨的
任务当然又交给我了。我真的就差没拿放
大镜来比到网上的图片看了！经过多年的
旅游经验，我们决定在曾厝垵一带找家民
宿。对呀，这个地方既不是中心地带，又靠
海，多么符合我们的要求啊。

比来比去，终于找到一家。图片上是
两张藤编的大椅子，放在阳台的拐角处，
背景就是蓝蓝的天和蓝蓝的海，绝对的面
朝大海呀。再一看介绍，“紧邻五星级酒

店××××，距海滩仅 5 分钟路程，旁边
是一个高尔夫球场”。价格480多，虽然比
起同地段的民宿，价格高了那么一点点，
但正是因为这高出来的一点点价格，让我
更坚定了自己的眼光：对呀，现在都是一
分钱一分货，他敢定这么高的价，肯定就
是因为环境不错呀。然后想当然地觉得这
个高尔夫球场，肯定就是那家五星级酒店
的，虽然不能进去走走，但至少可以躺在
阳台上，一边听海浪，一边闻草香啊。哇，
这个画面，想想都很美。

马上把链接发给了小伙伴们。她们仨
一看，也很兴奋，一致决定：“要得，就订这
个！”是啊，这么闹中取静的地方——出门
就可观海，但又不在海边，说明房间里没
那么潮；既在交通要道旁边，去其他景点
非常方便，但又不在路边，睡觉可以不被

汽车打扰。嗯，很好！
坐着晚上7点多的航班，11点多到达

了氤氲着海洋水汽的厦门。出租车拉着我
们一路前行，穿过市区，来到了黑压压的
海边。导航上的目标越来越近，但想象中
的“车停在路边一个蓝色的充满海洋风情
的民宿面前”的画面却越来越遥远，因为
出租车七拐八拐，来到了一个类似于渔村
一样的商店杂乱、街道狭窄的地方，目标
显示，目的地已到达，但我们的民宿在哪
儿呢？只好给民宿前台打电话，小姑娘笑
容满面地跑出来接。然后才发现，我们的
民宿就在巷子的中间。心里马上凉了半
截，但旅途劳累，实在没有心思过多打量，
先洗洗睡。

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图片上放藤椅
的阳台就是房间外面一个装着普通铁栏

杆的普通长阳台，所谓的高尔夫球场就是
以前村小（这里确实就是以前的一个渔
村）废弃的小操场，因为久不使用，现已蒿
草丛生。至于“距海滩五分钟路程”，那绝
对是指开车五分钟，跟我想的走路五分钟
完全是升了两个台阶！

不过呢，好在前台的小姑娘服务态度
很好，有求必应，而且民宿中间有一个很
大的中厅，可以喝咖啡，吃简餐，当然也可
以摆龙门阵。但明明是花着往返两千多块
钱的机票来旅游的，哪可能真的摊在沙发
上光摆龙门阵嘛，所以，算了，反正白天也
不在民宿里呆，傍晚逛完海边回来拖起行
李就去了鼓浪屿。

一路上我们都在自嘲，“看嘛，四个以
文字为生的女人，居然栽在了这样的文字
陷阱里，看来还是学艺不精哪”。（周一菲）

所谓的一线海景房，实际上就是一线天海景房
坐标：香港

前段时间朋友到香港玩。
香港的物价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朋友

本着“反正也不可能经常来，还是对自己
好一点”的想法，在维多利亚订了个五星
级酒店。

到了酒店，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时，

前台说：“先生，我们酒店现在多花800多
元，可以升级到一线海景房哦。”

身处内陆的人真的是对海有种莫名
的执念。朋友一听就心动了。心想，一线？
那就是距离海景只有一根线那么近的海
景房哦，就是躺在床上就可以把维多利亚

港尽收眼底的房间哦，这样的话也就不用
再专门坐船看维多利亚港夜景了吧，把坐
船的钱都省了，可以呀。反正多的钱都花
出去了，也不在乎这 800 块了。于是很高
兴地加了800多块钱，喜滋滋地把自己的
房间升级成了一线海景房。

然而，等他满怀憧憬地走进房间，推窗
一看，我的个天，所谓的一线海景房真的就
是只看得到一线天（具体请参照各景区一
线天景点）那么大一块海景的房间，而且海
景还不在房间正对面，而是左手边，要斜着
身子伸长脑壳使劲看才看得到！ （林湄）

所谓“热带雨林双床房”，就是在墙上画了一片热带雨林的无窗房
坐标：三亚

太太厨房太太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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