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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太太//厨厨//房房

南瓜布丁

食材：南瓜泥80克、牛
奶180克、鸡蛋2个

做法：
1.南瓜去皮切块蒸熟

压成泥；
2.鸡蛋打散加入牛奶；
3.打散加入南瓜泥；
4.过筛，去除蛋筋和

气泡；
5.盖上锡纸密封，蒸锅

水烧开以后蒸15分钟即可。

教教//你你//一一//招招

在公共泳池游泳
请记住这3条

游泳过程中要做好个
人防护，建议：1.佩戴好泳
帽、防水眼镜、鼻塞、耳塞。
2.在游泳过程中，泳镜进
水后不要用手直接揉眼，
要及时用清水冲洗眼睛和
泳镜。3.在游泳过程中呛
水，要及时用清水漱口。

芹菜叶别扔啦
四种方法任你挑

凉拌吃：水焯后晾凉，攥
干切碎，加生抽、醋、蒜泥、芝
麻等调味料拌匀即可。

蒸着吃：将叶洗净，和
适量玉米面、少许盐搅拌，
上锅蒸七八分钟，出锅后加
自己喜欢的调味料即可。

做汤吃：做紫菜汤、番
茄汤、豆腐汤时，加入少许
芹菜叶，既增加营养，又增
添色泽。

做蔬果汁：将芹菜（带
叶）、生菜、黄瓜等，搭配苹果、
香蕉等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打一杯蔬果汁，营养丰富。

电动牙刷起泡后再开
电源

为避免牙膏飞溅，打
开电源前，就要将牙膏挤
在刷头上。刷牙时，刷头从
门牙开始适度来回拉动，
待牙膏起泡后，再打开电
动开关，从门牙开始向后
牙移动牙刷，并保证刷到
每颗牙齿及牙面，时间以
3~5分钟为宜。

夏天到了
哪种衣服最凉快？

想在炎炎夏日穿得凉
快一些，为你分析不同面料
的优缺点。1.纯棉：吸汗环
保但易皱、速干性差。2.纯
麻：透气好保养，但穿着不
舒服。3.真丝：柔软能散热，
但不好保养。4.雪纺：美观
不贴身，但易松弛。5.化纤：
面料轻盈价格便宜，但吸水
性、透气性都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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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乡下有
句俗语：“有福之
人六月生”。这个
六月并不是实指
六月，而是以六
月为代表的夏
天。夏天实在太
丰盛，各种颜色
的瓜果菜蔬应有
尽有，真正能满
足各类吃货的口
腹之需。就说“瓜
果菜蔬”中的“瓜”
吧，南瓜、丝瓜、冬
瓜、木瓜、苦瓜、西
瓜……你要是不
嫌费力气，十个
手指头恐怕都数
不过来。

夏
天
，

每年夏天，一到吃西瓜的季节，我家大人们就
会一边啃着西瓜，一边喜滋滋地重述一遍我家独有
的大西瓜故事。他们讲故事的时候，除了不时哈哈
大笑外，还会带着深深的遗憾。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暑假，我刚上初中，我弟弟
还在上小学。我家“心高气傲”的四叔还没有对象，
大人们都很操心。终于在某个炎热的日子，四叔通
知我们说下午他会带一位漂亮贤惠的女孩回家。为
了迎接这位可能成为我家一员的女孩，我们走了几
里路去镇上，买了一个又圆又大的西瓜回来。为了
让我们买得放心，卖西瓜的人在西瓜肚子上挖了个
三角形的小孔，切了个小小的锥形让我们看那西瓜
有多红。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西瓜运回家。

那个时候，西瓜在我家并不是常客，所以，回
到家后，我就和弟弟守着西瓜焦虑地等着那位未
来的“四娘”出现。等呀等，等呀等，总不见四叔和
女孩的影子。我和弟弟实在太想尝尝那西瓜的味
道了，就把那个三角形掏开，偷偷把小锥形吃了又
填回去。偷吃了那一口后，我们心欠欠的，更不想
离开西瓜了，于是，我们就把西瓜搬到凉床上玩，
甚至用被子把它藏起来，宝贝得不行。

终于等到四叔和女孩出现，我们赶紧把藏起来的
西瓜抱出来，请大人们帮忙切西瓜。大人们还没切完，
就听到有人在嘟囔西瓜是酸的，根本不能吃。怎么可
能呢，西瓜明明是甜的呀！我和弟弟都不相信，拿起一
块吃了一口就吐了。是的，西瓜竟然被我们用被子捂
馊了！那么大一个西瓜呀，切了整整一脸盆呢，拿去喂
猪估计猪都不会吃，最后只好倒到粪池里了。

直到现在，家里人提起西瓜总会感叹一句：那
么大一个西瓜呀，一口都没吃到！那个女孩呢，后
来也没有成为我的四娘，听说去了遥远的新疆。
哎，真遗憾啊。 （海鸿）

我和邻居共同打造了一个屋顶花园，邻居的爸
爸妈妈应季种了各种不同的蔬菜。春天的时候，他
们用竹竿搭了个大架子，种了好多豇豆、丝瓜、南瓜
和黄瓜，我上屋顶摘菜，摘了一堆南瓜花的瓜尖，觉
得不够炒一盘，就又顺手摘了不少丝瓜花尖。没曾
想掰掉许多花尖后，倒结出比往年更多的丝瓜来，
爬得满架子都是，吃都吃不完。夏天来了，丝瓜和豇
豆爬了一架子，满眼青绿。

前段时间，邻居一家出门旅游，我老公出差，孩子
上学，我一个人在家，懒得做饭，看到丝瓜多得不得
了，我忽然想起书上说丝瓜可以减肥，人到中年，减肥
是当务之急，于是我每天早上上楼去摘两根丝瓜，到
中午把皮一削，再切片，煎个鸡蛋，冲上开水，把丝瓜
丢进锅里一煮，有汤有菜就吃上了。吃够了丝瓜鸡蛋
汤，我又换成丝瓜炒鸡蛋，或者直接清炒丝瓜——切
点蒜片进去，清甜新鲜的丝瓜啊，怎么吃都吃不厌。

五天之后，我算了算，一共吃了十五根丝瓜，体
重减轻了三公斤，绝对的减肥利器啊。我爱死这些
丝瓜了。 （小云）

小时候在老家，我很不喜欢吃苦瓜，觉得它们浑
身凹凸不平，像癞疙宝一样，打小我就不吃，也不理解
大人们怎么吃得下这个模样丑陋、口味巨苦的东西。
不过人真是奇怪，没想到长大后我竟爱上了苦瓜。

当然，苦瓜要做得好吃，也相当考手艺。
有一年暑假，儿子去了我妈家。有一天，老妈

给我打电话：“现如今哪，孩子们就像生在蜜罐里，
永远吃不得苦。”我问老妈咋啦。“唉呀你看夏天多
热嘛，吃吃苦瓜多好，可是他们根本不吃。”原来我
儿子和侄子都不吃我妈做的苦瓜。我大笑：“你那
样做，哪个愿意吃嘛。”是的，这么多年来，我妈的
厨艺真是一点长劲都没有，还跟我小时候一样，买
来苦瓜，洗洗，剖开去籽后切成片直接就炒，还不
加盐！大夏天本来就没胃口，哪个吃得下这除了苦
味还没盐味的苦瓜嘛。

还有一次回娘家，我妈又买来苦瓜，告诉俩男
孩：“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可我们不是苦瓜，
是人呀。”俩孩子跟外婆狡辩。我哈哈大笑，决定亲
自操刀，做点苦瓜饼就稀饭，我就不信他们不爱吃。

我把苦瓜洗干净，切成片，用开水焯一下，捞出
再放凉水里过一下，然后放案板上剁成碎末，再将
苦瓜碎和面粉、水搅和在一起，再加点花椒粉、盐，
调成稀糊状，用电饼铛，一个一个地烙出来，又软又
糯还带着点蔬菜的清香，且没有一点苦味，俩孩子
抢着吃。看，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吃瓜群众的吃法嘛。

（洱海边上一朵云）

在我家厨房进进出出的瓜们起码可以绕着鱼鳞滩村跑上好
几圈了。当然，并不是每种瓜都能唤醒家人们的美好记忆，譬如
色泽绿白油亮的瓠瓜，它在我家就是“食瓜中毒”的代言瓜。

某年春天，我家门口种了许多茄子、几株瓠瓜和几株丝瓜。某
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爷爷突发奇想要用牛粪兑水去浇菜，说牛粪
就这样浪费了怪可惜的。平日我们都是用粪池里的猪粪浇菜，爷
爷发明的牛尿粪真是闻所未闻。虽然有人提出异议，但并没有真
正阻止，大家都静悄悄地看着菜地里的变化。

天呢，那牛尿粪真是太神奇了，我家茄子长得油亮油亮的。当
然，最好看的莫过于瓠瓜了，又大又胖又嫩，每个路过的人都要停
下来赞美一番，大家都认为是牛尿粪起的作用，纷纷夸赞我爷爷
的勤劳与智慧。

有天早上，大人们终于决定摘下那根最美的瓠瓜来煮面条。
我们都很开心，觉得那瓠瓜一定比肉还好吃。待到面条上桌，赶紧
夹起一块瓠瓜就往嘴里塞。呃，为什么是苦的？是面条坏了吗？可
面条明明是才买的呀。我们十分失望地放下碗筷，谁都不想再吃
一口了。只有我妈还坚持着，因为她觉得就这样倒掉太浪费了。然
而，多吃几口的结果就是我妈上吐下泻，食物中毒了！

我家那些长相俊美的瓠瓜居然是苦的！为了有个合理的解
释，大家都认为是牛尿粪惹的祸，爷爷也因此被大家埋怨了好些
日子。再后来我长大了，查阅资料才知道，我家瓠瓜之所以有苦味
是因为种子携带了苦味基因，错的是种子，不是牛尿粪。可惜爷爷
已经过世，冤案再无昭雪的一天。 （番茄）

我从小就喜欢黄瓜。小的时候，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径直到地
里掰挂在苗苗上的生黄瓜，用手抹两下，直接丢到嘴巴里，咔吱咔
吱地咬，又嫩又清香水分还足。那时候家在农村，黄瓜丝瓜瓠瓜南
瓜什么的到处都是，根本不稀奇，所以一般都要吃两三根才肯走。

记忆中我们家很少吃黄瓜，因为夏天瓜果蔬菜实在太多，根
本轮不到黄瓜上桌。黄瓜后来又进入我的视线，是上大学以后。

那时候，寝室的同学很喜欢到校园的后校门买水果，有一
年，一个同学用两块六毛钱买了三斤小苹果后，感叹：“现在的水
果也太贵了，看来只有拿黄瓜当水果了。”然后寝室里果然就风
靡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黄瓜，一个寝室8个人，每次吃完饭后就每
人掏出一根黄瓜，咔吱咔吱起来，那场面，不明就里的人真会以
为到了某个食草动物饲养现场呢。

现在，我成了一名有工作的家庭主妇，每次到菜市场买菜，
都会看到两种黄瓜，一种是绿皮青黄瓜，一种是白皮本地黄瓜。
一般情况下，我都买本地黄瓜，因为我觉得本地黄瓜清炒起来特
别好吃，糯，甜，香，就算是做黄瓜皮蛋汤，都要入味些。对了，相
比青皮黄瓜，本地黄瓜还便宜些，这也算是对我这种守旧家庭主
妇的特别馈赠吧。 （柳芭）

我小时候对冬瓜其实是有点厌恶的。
三十多年前，冬瓜在四川的农村远没有南瓜普及，所以有一

年我随婆婆去一个亲戚家吃饭，席间有道菜就是冬瓜。因为少见，
所以主人特别推荐：“来来来，吃下这个，好吃哦。”婆婆闻言赶紧
夹了一筷子到我碗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就是白水煮冬瓜。我吃
了一口，水渣渣的，没盐没油（那时候生活不富裕，很多人做菜都
舍不得放盐放油），马上想吐。婆婆赶紧用眼神制止了我。我只好
把这坨冬瓜含在嘴里，囫囵了好几下，总算把它吞了下去，但从此
对冬瓜就留下了恶印象。

在我从小女孩长成为三十来岁的中青年这十多年里，我基
本上就没再碰过冬瓜，不管它被变着花样做成了什么，都对我构
不成吸引力。直到有一天，也就是前两年吧，老公突然把它切成
了细小的冬瓜条，然后放了点新鲜的虾米以及细细的火腿丝炒
出来后，我在他殷切的目光下，勉为其难地尝了一口，竟然立马
就推翻了以前的成见，变得可以接受冬瓜了。 （张西兮）

一直以来，我对南瓜的喜爱超越了所有瓜类。在我心中，南
瓜可看，可玩，可吃，是不可多得的美物。

小时候住外婆家，实在无聊了，就去房前屋后找南瓜玩。南
瓜真是调皮的家伙啊，它的瓜藤在林间草地四处漫游，并以出其
不意的方式这里结一个瓜，那里结一个瓜，有的躲在石头下，有
的伏在草丛中，有的藏在叶片后，找瓜就像猜谜，总有无限惊喜。
对那些被发现的青绿小瓜，每天去侦察它成长的速度，看它何时
变黄，也是乐趣之一。

在我的家乡，很少有人把青绿的嫩南瓜摘来吃的，那不是败
家子行为么？南瓜天生就要长成金黄硕大，一个个磨盘似的堆在
屋角，展示丰收的喜悦嘛。

乡里饭食粗糙，这金黄的大南瓜，除了煮饭时切块放在米饭
上，蒸肉时垫底，好像也没有其他花样。我所知道的南瓜的花样
吃法，都是长大到成都后才发现的。什么银耳大枣蒸南瓜，上面
还撒点酒米汤圆，或者把南瓜雕刻成一个艺术品，肚子里放上粉
蒸肉之类，真是把我惊艳到了。想起小时候的南瓜，一半人吃，一
半喂猪，真是糟蹋。

家乡只有一种情况下是要摘嫩南瓜来吃的，那就是夏天苞
谷成熟时，家家户户都爱蒸苞谷馍馍。这时候大人们会很痛惜
地摘几个碧绿的小南瓜，切丝略炒炒，包在新鲜的玉米面里做
馅儿。馍馍外再用桐子叶包了，放大火上蒸熟，起锅后真是清
香扑鼻。玉米面的金黄和南瓜丝的碧绿营造出视觉盛宴，入口
则软糯甘甜，是人人都喜爱的美食。

长大后我到了成都，惊讶地发现把青南瓜切片或切丝炒来
吃，在这里很寻常。后来又有朋友告诉我，把小南瓜拍碎烧鱼，汤
色奶白，清香可口。我不爱吃鱼，有一次炖鸭子时突发奇想丢了
几块青南瓜进去，居然汤色也变成奶白了，碧绿的瓜漂在雪白的
汤面上，再撒几颗鲜红的枸杞，盛出来简直是艺术品。但在享受
这些吃法时，我总有惴惴的负罪感，觉得谋杀了未成年南瓜，不
是什么体面事。

前两年去云南普洱，在菜市场居然发现大量带着小黄花仅
鸡蛋大的小南瓜，被他们一堆堆地弄来卖。真是丧尽天良啊，这
南瓜还是小婴儿啊，怎舍得！然而吃了一顿当地人的米汤烧小南
瓜后，我也毫不犹豫地成了刽子手。唉，人哪！ （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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