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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用硬毛巾
脸上容易擦出斑

日本美容健康网刊文指
出，对脸部摩擦过度，皮肤会
刺激黑色素生成，引起色素
沉着，形成摩擦斑。解决办法
也很简单：想远离摩擦斑，只
要避免使用又旧又硬的毛巾
就行。如果你家里有又干又
硬的毛巾，还是趁早换了吧。

湿头发最怕用毛巾搓

头发外层覆盖着毛鳞
片，它们像发丝的铠甲一样，
让保湿成分、蛋白质等不受外
界刺激。当头发潮湿的时候，
毛鳞片是张开的，这时用毛巾
摩擦或躺下睡觉，它们就会受
到损伤。最好用毛巾包住头
发，轻轻挤压，吸收水分。

每天步行1万步和8千步
没啥区别

步行是最简便的有氧运
动，被誉为“心脏健康之路”。
但步数并非多多益善。日本
研究表明，健走不是时间越
长越健康，1天1万步以上与
8000步相比，健康状况不会
有任何改变，过量运动反而
会导致慢性疲劳。按照慢步
走：每天1万步；快步走：6000
步的标准即可。

蒸汽眼罩选不好反伤眼

好的蒸汽眼罩选材都采
用医用级材料，摸上去柔软
舒适，没有毛糙感，没有刺激
性气味。眼罩只是起到一个
理疗的作用，没必要购买成
分复杂昂贵的。最后要注意
蒸汽眼罩的佩戴时间以15~
20分钟为宜，每周3~4次，若
过度热敷，会使眼睛充血，反
而不利于护眼。

灶灶//台台//上上

番茄虾滑

1.虾仁处理干净，用刀
刮成虾泥后用刀背剁散；

2.加入蛋清半个、盐、白
胡椒粉、姜汁，用筷子搅拌
3~5分钟至起胶，冷藏备用。

3.番茄去皮切碎备用。
葱末下油锅爆香之后放入番
茄翻炒，炒至番茄软烂几乎
融化。

4.加入两大勺番茄酱翻
炒均匀，加一碗水煮10分钟
左右，调至小火，让汤保持微
微沸腾的状态即可下虾滑。
（加一碗水是汤羹的感觉，可
以拌饭吃，如果喜欢喝汤的
话可以加两到三碗水。）

5.虾滑很快就会熟的，
一般煮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根据自己的虾滑的实际大
小来调整时间）。

6.放盐、淀粉水，大火收
汁，喜欢的话可以再放点辣
椒酱、黑胡椒粉。

7.关火撒葱花出锅，酸
酸甜甜，再热的天气也有胃
口了。
小贴士：

1.虾仁不要用刀剁，要
用刀刮成泥，这个非常简单，
只要拿刀刮一下就知道怎么
操作了。

2.处理好的虾滑要用筷
子多搅几分钟，充分起胶之
后口感才爽滑。

我有个朋友，曾经非常正经八百
地跟我说：“不到万不得已，我绝对不
会去江西、安徽、山东、江苏这些地方
去旅游！”“啊，为什么？这些地方得罪
你了吗？”“不，因为这些地方太有文化
了，我觉得我一到这些地方肯定会出
洋相。”

原来，有一年她本来打定主意和同
学一起去江西耍，“每年都是云南或海
边，我们这次就耍个不一样的地方嘛”。
同学觉得也可以。于是两人摊开地图开

始搜索目的地。“对了对了，去庐山，附
近还有个柘（tuò）林水库。”同学抬起
头，问：“你确定这个字读tuò？tuò不是
提首旁吗？”朋友被这么一问，立马就慌
了，马上说：“哦哦哦，我查一下呢。”不
查不知道，一查脸都红了：原来这个柘
字读zhè！

同学立马来了劲。那个同学当时正
迷蒋雯丽，于是把蒋的家乡“蚌埠”找出
来问她：“这两个字怎么读？”“bàngbù
嘛。”朋友胸有成竹。“NO，bèngbù！”“不

可能，这不是蚌壳的bàng吗？”同学看她
气急败坏的样子，都要笑死了，连忙解
释：“这个‘蚌’字是个多音字，既读
bàng，也读bèng，这个地方如果不是我
偶像蒋雯丽的老家，其实我也读不来。”

“你说，这些地方把个地名取这么
复杂做啥子嘛！”我只好安慰她：“不怪
你，只怪你是个女生，不喜欢看《水浒
传》。像我有个朋友去山东，还在酒桌子
上把‘单 shàn县’直接说成‘单dān县’
呢。”哈哈哈哈…… （叶湄）

在酒桌子上，我有个朋友字正腔圆地把单shàn县说成了单dān县

当地大物博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汉字＝？
对，对很多人来说，就等于字面上的意思——一脸问号。
这个问号，尤其在旅游时去到外地的时候，变得尤其突出。
咦，这个地名读什么？这个字从来没见过啊！有时候字倒是见过，但读出来还是错了，因为
人家是多音字，而且这个音还就只在作为这个地名时这么读！
这个时候，你除了讪笑，还能怎样？！
幸好，中国的地大物博和汉字的博大精深并不只针对你和我，读完下面这些故
事，你会发现，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文化！

下一站……
咦，这个字读啥子？

有一年暑假，和老公的同事们一起去
华东旅游。

第一站就是上海。上海对外地游客还
算仁慈，没出现什么特别难认的地名。但晚
上在外面吃烧烤的时候，大家互相取笑，有
人说：“你看十里洋场就是不一样哈，洋
盘。”另一个马上回他：“是嘛，所以你那洋
泾浜（bīng）英语就不要说了哈。”我一听，顿
时傻眼：啊！未必这个“浜”字我一直都念错
了吗？天哪，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生，我一
想到我这么多年都在大张旗鼓地说一个错
别字，脸一下子就红了，赶紧掏出手机百
度。哦哟，谢天谢地，原来是他们念错了，正

确的读法就是bāng！bāng！！bāng！！！
带着初站的惊吓，一路上我都小心谨

慎，生怕一不小心就丢了我们中文系的脸。
还好第二站的浙江只耍了嘉兴南湖和

千岛湖，我们便向安徽进发了。
进入安徽时刚好下了一场雨，窗外，

连绵的群山和绿油油的稻田缓缓向后退
去，空气中带着一股泥土以及庄稼的清
香。大家从一路颠簸的瞌睡中醒来，兴奋
得不得了。

这时，不晓得是谁注意到了路上的路
牌。“哇，安徽真是有文化。×××（我的名
字），你中文系的，你说这个县应该读什

么？”大家纷纷探头，原来外面的路牌上写
着“黟县 ××公里”。“yí县吧？”果然四川人
生得奸，认字认半边。当我抖抖索索地念出
这个字的时候，早有手快的人手机百度了，
然后兴奋地报告正确答案：“应该读yī县，一
声，你读成了二声！”然后一车的人都来洗
刷我：“你还是中文系的，居然这个字都认
不到！”我只好强力狡辩：“中文系又咋子
嘛！我们学中文只是说我们比你们多读了
一些作品选，但生字词在高中都学完了，我
们又不比你们多学几个生字。”

然而说是这么说，但心里还是相当虚
的。所以，当“歙县”这两个字跃入我眼帘

的时候，我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迅速戴上
耳机，闭上双眼，假装自己沉浸在了歌声的
海洋里，然后就听到有人气宇轩昂地念出
了xī县（再次印证“四川人生得奸，认字认
半边”）。

然而，没有文化终究还是要露馅的。
有一天，既定的行程是去江西的婺源。我
因为天气实在太热，断然拒绝：“wū源有
什么好去的嘛，又不是春天，油菜花都没
得！”我当时拒绝得斩钉截铁，然而前几天
我才知道，人家这个“婺”字读wù，而不是
我字正腔圆甩出的wū！天哪，还有什么脸
见人啊！ （张西兮）

嘿，这个地名还安逸呢
是不是以前这里
盛产水晶啊

2001年，刚读大学的我和同寝
室的小伙伴一起去成都动物园玩。
走到狒狒馆，一位安徽室友热情地
呼喊我们：快来看fúfú！全寝室当场
笑喷，直到2019年春节同学聚会都
还乐此不疲地讲起这个段子，全然
不顾安徽室友一旁尬笑（正确读音
应该是fèifèi）。

从那以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一
个原则：遇到自己不认识的字须尽
快低调闪退；如果人前一定要你读
出这个字，那么，或沉吟静观周围
是否有“颤花儿”抢答，或借尿遁在
厕所偷偷查百度。总之，不能暴露
你认不到的事实，更不能念白字。

但我老公明显没有掌握这个
真理。

一年，我夫妻二人自驾西昌。
因为是第一次自驾雅西高速，某人
很兴奋，每开到一处就要念出高悬
在高速公路上方的路牌以资纪念。
突然，在副驾打瞌睡的我听到了一
个神秘的单词：“水晶！”

居然还有这么浪漫的地名？在
哪里哪里？我拍个照！

我睁开眼，一看前方路牌：荥经。
我真心觉得这个字不认“水”，

要么就是和华“蓥”山的发音类似，
要么就是和“淼”发音类似。于是，
我一边保持微笑不说话，一边悄悄
拿出手机：一个草字头一个水念什
么……

同时，某人已经自顾自地嗨了
起来：“嘿，这个地名还多安逸的！
你说谁给取的名字啊？是不是以前
这个地方盛产水晶然后取的同音
字啊？”

然后他就被我用百度出的真
相糊了一脸——荥，多音字：荥经
（Yíngjīng），地名，在四川；荥阳
（Xíngyáng），地名，在河南。

如果我没记错，这已经不是某
人第一次认错地名了。

有一年，某人和单位同事一起
去安徽旅行。一天晚上，我打电话
给他，问今天走到哪里了？某人说，
走到翁县了。我说：先人，是歙
（shè）县！

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他说，
于台小龙虾是不是很出名？我说：
人家念盱眙（xūyí）。

到宜宾去看僰（bó）人悬棺。他
兴致勃勃地问我：你觉得这个棘人
是怎么把棺材挂上去的？太神奇了！

作为一个达州女婿，他每年夏
天都和我回达州。然后……宾（实际
上是賨cóng）人谷景区了解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认识的别
字圈人士里，我老公还不是最蠢萌
的那一个。

那年，我们单位一部门，相约
去吃骉骉（biāo）火锅。中途，一加
班同事结束工作，欲赶来会合，问
大部队在哪里。偌大一个部门，居
然没有一个人能念出店名，大家面
面相觑，都不开腔。情急之下，一位
男同事对着电话大喊：就是那个七
匹狼！（简直是文化和智商的双重
侮辱，明明是六匹马好吗！）

更神奇的是，十五分钟后，这
位加班同志出现在了火锅店门
口，和那个说出七匹狼的同事相
拥而笑，从此成为了江湖上的一
段佳话。 （王小棉）

为了不丢中文系的脸，一路上我只好戴上耳机，假装自己在听歌

我是文科生，而且是个还在中学时
期为了多认字而抄过整本新华字典的文
科生，可有那么一个字，却让我苦思冥想
猜测多年也蒙不出来，直到这几年各大
搜索引擎的功能大大丰富起来，借助问
答，我才解开那个苦寻不至的谜底。

那还是2009年，我们一家三口回孩
子爸爸的老家福建宁德。久居内地的孩
子和我，对那里的一切都觉得新鲜有
趣：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一种人说的语言
好像鸟语一样叽叽喳喳；而菜市场的鱼
摊上竟然有那么一座座小山一样的鱼
是用电锯割开剁成小块儿卖的（整条大
鲸鱼）；不但每顿饭都能吃到各种长长
圆圆、五彩斑斓的海鲜贝壳肉，就连看
见的大龙虾，竟然还有蓝色的。

每一天的日子都在大开眼界的连声
惊叹中度过，而令人惊奇的东西却还在

层出不穷地呈现。这天，孩子姑姑一家说
要带我们去附近的海上玩，还要去一座
有迷宫的海岛，我们高兴坏了。

兴高采烈地跟着他们一家坐了车
子到海边。下车换了轮船，转眼人就飘
在了海上。先是一望无际，之后看见远
处的一个小黑点逐渐放大，那就是我们
要去的海岛。待到船靠岸，上了小学的
儿子看着景区墙上的大字叫起来：“妈
妈，我们来的这是斗姥（lǎo）岛。”姑姑却
说：“这不是斗lǎo岛，这是斗mǔ岛。”我
转头去看：“咦，怎样还有这么奇怪的名
字？”转瞬想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
别》，又豁然了，大概发音是和“天姥”
的“姥”字一样吧（当然也许这个字被念
错的时候太多了，我发现这个岛现在在
很多旅游景点介绍上都被直接写成了

“斗姆岛”）。

岛上确实好玩，有迷宫洞、螺壳岩等
好多好玩的景观。但最有意思的是在一
处平台边的巨石之上，一个斗大的红字
吸引了众多游客，细看那是“天字头，底
下一横一个口再加一横”。面对这字，好
大一圈人东猜西猜谁也不认得，大家面
面相觑，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一个小问号。
自诩认字无数的我也是绞尽脑汁却想不
出来，回到家后赶紧去查字典，然而各种
查字方法用尽也没找到这个字。

现在终于知道，那是一个组合会意
字：从上往下念是“天人合一”，这是告诫
人们要爱护自然，万物共生；从下往上读
是“一口吞天”，意思是人若违背自然必
将痴人说梦无处下嘴。原来这个岛供奉
的是道教的斗姥娘娘，斗姥娘娘是天皇
大帝、紫微大帝和北斗七星的母亲，这个
字是她对世人的警告。 （米粒之珠）

斗姥（lǎo）岛？不不不，人家叫斗mǔ岛！

说一个我女儿小时候的故事。
那时女儿才五岁，正处在一个疯狂

识字的年龄。有一年我们一起回邻水老

家，开车从成南高速走。
走着走着，女儿突然指着外面一座桥

上的一排字大叫：“妈妈，我们要到辽宁了！”

啊，回邻水怎么会过辽宁呢？我连忙探头一
看，哈哈哈，原来小朋友把“遂宁”的“遂”看
成了“辽宁”的“辽”的繁体字！ （点点儿）

一车的人都认不到“雒城”的“雒”
就在刚刚过去的春天，某个阳光灿

烂的日子，我和部门的同事们决定去广
汉吃点好吃的，顺便春游一下。

广汉那么近，一脚油门就踩到了。
正欣赏着外面的街景，一个颇为壮观的
城门突然矗立眼前。

“哇，广元好有文化，居然有这么一个

古色古香的城门！”正说着，城门上用隶书
写着的两个字跃入眼帘——“雒城”。“哎
哎哎，这个字读啥子？啥子城？”一车终日
与文字打交道的人，瞬间陷入了沉默。

“luò城吧？”我以不太肯定的语气说
道。“你确定？”“确定吧……我以前有个朋
友，姓骆，她有一次写‘骆’的繁体字时，顺

便给我们普及了一下。”真的，这个回答我
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

还是部门唯一的一个男同事勤快，
立即手机百度了一下：“luò，确实读
luò！”然后一车的人哈哈大笑：天哪，幸
亏领导不晓得我们这么没文化，不然肯
定要把我们开除了吧？ （周一菲）

“妈妈，我们要到辽宁了！”

提提//个个//醒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