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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底，我拿到博士学位
后，奖励了自己一趟毕业旅行，那就是
去斯里兰卡看海。

出发前，我忙着各种离校的琐事，
没有闲暇做攻略，闺蜜途丫就说：“你只
要每天用心感受就好了，我给你准备了
许多惊喜，你一定会喜欢的。”

途丫和我之所以能结伴同行，是因
为我们都喜欢深度旅行，不喜欢每天在
路上赶来赶去，所以我们为这次斯里兰
卡之行预留了28天。每到一个地方，找
个舒服的民宿或酒店住下，随处逛逛，
如果喜欢就多住几天，不那么喜欢就启
程去下一个地方。但在日卡瓦海滩，我

们本来计划住两晚就走，结果却住了四
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半夜专程去海
滩观看了海龟下蛋！

途丫说，海龟一生中只会在岸上停
留两次，一次是从海龟蛋变成小海龟后
爬会大海里，还有一次是成年后游到岸
边下蛋。每只母海龟一生中只下蛋一次，
一次大概是120颗。至于小海龟，不是每
只海龟都可以幸运地回到大海，因为有
海鸟等着啄食它们。天呢，听到途丫的科
普，我对海龟如何下蛋充满了好奇。

为了保证海龟能游回岸边顺利下
蛋，当地有志愿者巡逻队。同时，为了满
足人类对大自然的好奇之心，本地海龟

保护组织也会带领游客夜里参观，不过
必须全程止语，也不能用普通相机拍
照。半夜，我们和其他游客跟着志愿者
在沙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终于在
海滩边的一处灌木丛前停了下来，已经
有一只大海龟安安静静地伏在那里下
蛋了。大家都很好奇，顺着志愿者手里
特别的红外线电筒看过去，黑乎乎的，
蛋在哪里啊，我似乎并没有看清楚，但
仍然感到十分震惊。一群人类安安静静
蹲在那里，就为看大海龟下蛋，这样的
画面有多美！

海龟终于下好了蛋，它用爪子挖
沙，把蛋都埋好了，才决定离开海滩回

大海。大海龟淡定地朝着大海走去，走
得不疾不缓，走得十分坚定，头也不回。
有海浪拍过来，它被冲回来几步，没关
系，它又继续往前走着。它的身后，是一
群默默不语的人类，它往前走几步，这
些人类就走几步，它退回来，这些人也
退回来，为它紧张着，兴奋着，却不敢有
任何言语。

人类送别大海龟回大海的场景，是
我见过的最美妙的画面了！那一刻，每
一个在场的双脚站立的人都被大海龟
深深打动和折服。也许这次送别，会教
会我们敬畏和谦卑吧，起码于我，的确
如此。 （番茄）

冰箱果蔬盒细菌最多

日本兵库县立生活科学研究所的
实验表明，冰箱中被细菌污染最严重的
部位是果蔬盒，如果清理方式不对，污
染度还会增加。

检测结果表明，脏乱果蔬盒的细菌
数是干净果蔬盒的100~1000倍。很多人
用湿抹布擦果蔬盒，以为只要没有残渣
就可以了，但实验表明，这样只会把细
菌扩散至果蔬盒的每个角落，细菌数可
增长至30~700倍。

根据实验结果，应当在用水擦拭后，
在果蔬盒内喷一些消毒用酒精，或者直
接用酒精擦拭，以此消灭有害细菌。

自制冰块有讲究

夏天来了，很多人都会在家里自制
点冰块，方便喝酒或制作甜点时取用。
在家自制冰块，最好用烧开的水，密封
放凉后放入冰箱冷冻层，这样的水不含
有致病菌，在合适的条件下，可以长期
存放。储存时要注意远离其他食物，避
免交叉污染，并且不要反复冻融，尽快
用完。

头发油的人最好早上洗头

对于发丝较细或油性头发的人群，
早上洗头更好。如果晚上洗发，一夜过
后，头发就不再蓬松飘逸。而对于头发
浓密的人，洗澡时间没有任何限制。专
家提醒，无论何种发质，都没必要天天
洗头，否则易损伤头皮及头发。洗发后
要确保头发干透，尤其是晚上。头发潮
湿导致细菌滋生，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头
皮屑等问题。

坚果，最好买离生产日期四
个月以内的

现在人人都注重养生，于是坚果成
了很多人的必备，就算出门旅游都会按
需携带。坚果固然好，但其实在购买时
也要有技巧，不然不仅不会养生，还会
适得其反。

1.首选真空包装的。坚果中的不饱
和脂肪酸很容易氧化酸败，炒制、焙烤、
油炸等加工工艺，以及氧气、光照、高温
都会加速酸败。有研究对保质期（12个
月）内不同包装的坚果进行了测试，结
果显示，保质期内酸值和过氧化值都符
合标准，但真空包装保鲜效果明显优于
普通包装，而真空包装里添加了脱氧剂
的效果更好。

2.选离生产日期近的。至少选生产
日期4个月以内的。坚果的保质期基本
是 8~12 个月，这个保质期的储存条件
是阴凉、干燥，避免阳光直射。如果储存
不当会加速氧化酸败，提前变质也是有
可能的，所以一定选离生产日期近的。

3.尽量选择带壳闭口的。少选剥好
的。剥好的坚果，仁都露在外面，容易加
剧氧化，所以最好买带壳闭口的。像核
桃、山核桃、松子、夏威夷果、碧根果，都
比较容易买到带壳的，有些还可以买到
闭口的。不管开口与否，都选小包装。

4.最好买原味的。调味坚果油盐糖
含量较高，对健康有一定危害。另外，重
口味会掩盖脂肪氧化酸败的哈喇味，原
味的则比较容易被发现。

步骤：
1.煮熟的玉米棒剥下玉米粒并沥

干水分；
2.咸鸭蛋去壳取出蛋黄并用勺子

碾压成碎末；
3.玉米粒里放入适量的淀粉拌匀，

裹上薄薄的一层就好；
4.起锅，热油，6成热时倒入玉米粒，

翻炸一分钟至表面微黄即可出锅，控油；
5.锅底留少许油，将压碎的蛋黄倒

入，小火翻炒至起泡；
6.随后倒入玉米粒迅速翻炒均匀

即可关火。
7.出锅，装盘，配上葱花点缀。

又是一年暑假季又是一年暑假季，，带娃儿出门带娃儿出门
旅行是每个家长必行的功课旅行是每个家长必行的功课，，好多好多
家长又在开始抠脑壳了家长又在开始抠脑壳了。。

是啊是啊，，既要避开酷热既要避开酷热，，又要保证又要保证
没有台风和暴雨的侵扰没有台风和暴雨的侵扰，，还要好耍还要好耍，，
最好耍完一套还能长点知识……最好耍完一套还能长点知识……
这这，，确实有点具体确实有点具体。。

但其实但其实，，从我们已有的旅游经从我们已有的旅游经
验来看验来看，，再周密的计划有时候都比再周密的计划有时候都比
不得路途上的一次偶遇不得路途上的一次偶遇。。而且有些而且有些
不期而遇的风景不期而遇的风景，，甚至会成为你整甚至会成为你整
个旅程的最大亮点个旅程的最大亮点。。

今年暑假，虽然有疫情，但带娃
儿出去耍一圈的功课还是必须做。
但同行的有个小伙伴单位管得严，
只要出了省，上班之前都得做核酸
检测。那好吧，那就省内游吧。

于是制定了一个不太远但又没过
去的线路：成都-犍为-马湖-乐山-成
都。这真是一趟轻松的旅程，从成都直
杀马湖也不过五六个小时的路程，更
何况我们还要在犍为刹一脚。

一切都很美妙，在参观了著名
的罗城古镇，又在县城见识了江边
绵延的夜啤酒之后，我们在树影婆
娑的犍为县城里住了一晚，第二天
吃完晚早饭，我们决定一鼓作气杀
到马湖，到了马湖再对着湖吃个有
夕阳作陪的早晚饭。

天哪，听到这个计划就振奋。赶

紧，赶紧，把航导起，出发！然而掏出
手机一看，妈哟，从犍为到马湖的高
速因为沐川前两天下大雨滑坡走不
了，只能走老路国道213！

“老路就老路嘛，老路风景还好
些。”我们嘻嘻哈哈地安慰着自己。

但车子开出去没多久，我们就发
现，这沿路的风景，真的不用安慰，确
实很好！尤其从乐山沐川县到宜宾屏
山县新市镇这段，完全就是在不要钱
的竹海里穿行。路上没什么车，路边
也没什么人。两边、头顶全是竹子，虽
然艳阳高照，但我们一路上都没晒到
什么太阳，空调也不用开了，把车窗
打开，风呼呼地吹在脸上，清凉又畅
快。虽然山路十八弯，但路很平，一转
弯，就闪出一块玉米地，一个个带着
须须的玉米立在玉米秆上，还有黄色

的丝瓜花，以及无数长势喜人的南瓜
藤和藏在藤下的嫩南瓜。“哇，这个南
瓜好嫩，炒南瓜丝肯定好吃。”“这种
南瓜，用白水煮了打蘸水也好吃。”时
不时地，还钻出一条狗，站在路中间，
很不解地把我们盯到：“嘿，这是我的
地盘，你们来干嘛？”我们只好减速，
停下，卑躬屈膝地回应：“好，您的地
盘，您先请。”

快一个小时了，我们还没穿出
竹林。我惊讶道：“是不是宜宾这边
到处都是竹林哦？”朋友打趣：“你看
你好划得着嘛，一分钱不要就相当
于逛了个蜀南竹海，而且还是开车
逛，路都不用走，好享受嘛。”

是啊，有望不到尽头的绿，有没有
车马喧的路，还有庄稼和狗，这样的地
方，对谁都是至美享受吧。 （林湄）

去年暑假我们一家和朋友去云
南旅行，之前一直好好的，到了和顺，
就开始下大雨，下了一整夜加一上
午。我们本来计划耍完和顺就到泸沽
湖玩两天，然后从西昌回成都。

站在和顺的停车场，所有男人
都掏出手机查从和顺到泸沽湖的路
况。很不幸，路上有塌方，去不了泸沽
湖了，“微博上有人说他们都等了两
个小时了，路还没有通”。

于是计划中的泸沽湖变成了虎
跳峡，原本的西昌也变成了摸黑才
进到村的永胜县城。

从永胜出来，一路翻山，累到人
仰车喘的时候，终于到达了米易县。
吃晚饭的时候，有人提到：“米易有
个地方的梯田听说不错，但现在 8

月份了，不是蓄水季，可能没啥看
头。”于是大家一致决定明天集体睡
个懒觉，然后一路拉伸跑拢成都。

然而 11 点多钟，儿子突然提
出：“妈妈，我们明天去看梯田嘛。来
都来了，好不好看得去看了才知
道。”也是哈。于是第二天早上 6 点
多，我们一家就出发了。

新山梯田位于龙肘山上。沿着标
识，我们盘旋而上。整座山一片静谧，
空气清冷，不时有鸟儿扑棱棱飞过。

在一个平坝处，我们把车停下，
然后徒步穿过一个小村庄。路过的
时候，一个牛棚里，一群小牛刚刚睡
醒，半睁半闭地打量着我们。再一转
弯，一个小男孩正赶着一群羊儿上
山。儿子女儿跟在后面，一脸羡慕。

穿过村庄，远远的，就看到新修的
栈道了。我们欣喜地向栈道奔去。栈
道两边繁花盛开，露珠挂在花上，人
一过，裤脚立马打湿。两个孩子一边
捂着裤脚，一边高兴得惊叫唤。

走过“花路”，便到了瞭望台。只
见层层叠叠的梯田全被阳光给镶上
了一道道金边，绿绿的水稻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而我们刚刚经过的那
个村庄，则在这样的夏日清晨里，安
静得就像还没从梦里醒来一样，只
有那袅袅升起的几缕炊烟，表明它
已经来到了人间。

就这样，我们站在瞭望台上，看
山川辽阔，看梯田秀美，呼吸着香甜
的乡间空气，那一刻，我们都觉得，
这个早，起得太值得！ （杰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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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酷热，与几个女友想寻觅
一处凉阴之处，但南延线各处湿地
公园以及黄龙溪已去过数次，赶紧
百度，跳出来一个“杨梅小镇”。

然而“杨梅小镇”半天没出现，
倒是在路旁看见了一块叫“籍田镇”
的牌子。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就去
籍田看看吧，以前没听说过，万一好
玩呢。

驶入镇上。乍一看，和成都周边
场镇没什么两样，房子半旧不新，街
道也很窄小。然而在路口一转弯，立
刻被惊艳到了。

一棵黄桷树立在小街尽头，浓
荫几乎把整条街遮住，树下左右各
有一间平房，两间屋都倚着树身而

建。左边一间大门半开，内有一张八
仙桌，一个老太端坐桌前，眼皮都不
抬地在耍手机。

街上空无一人，所经之处全是
遗址：一个废弃的粮站，一个废弃的
车站，一个废弃的机械厂，一个废弃
的纺织厂，一溜长长的红砖墙，墙上
写有从前的标语，墙后是荒废的园
子，偶见玉米穗须晃晃悠悠伸出来。

然而穿到另一条街，立马回归
市井生活。我们寻到一家豆花饭庄。
这家店主打豆花饭，每桌无论多少
人，都只有三样菜：豆花、凉拌猪头
肉和酥肉汤，只分盘子大小而已。

镇小，出门没走几步，便见一茶
铺，门口也是一棵黄桷树，只是与之

前那株相比稍小一点，走近看，才发
现这树居然是长在茶铺里的！

这栋屋一共三层，一层肥肠粉
店，二楼喝茶三楼打麻将。树干从屋
中间穿过，枝丫从三层各处窗户探
出，正中的树干被茶铺主人用金色锦
布包裹了起来。果然大树底下好乘
凉，加上空调，盛夏之下，冷得直哆嗦。

小镇边上，池塘边水稻田新绿
一片，塘里有鱼，有荷，有鹅。当地村
民说，我们这里荷塘多得很，荷花荷
叶随便采，蔬菜随便摘。我们欣喜若
狂，摘了好多荷叶回家。

真是寻觅塘边乡墅，误入藕花
深处，惊起一滩鸭奔路，至日暮，沉
醉不知归路。 （杨小云）

绕了快一个小时绕了快一个小时，，还没绕出这片青翠的竹林还没绕出这片青翠的竹林
发现地点：国道213乐山沐川县到宜宾新市镇

路上的繁花路上的繁花，，镶了金边的梯田镶了金边的梯田，，那个难忘的清晨那个难忘的清晨
发现地点：米易县新山梯田

寻觅塘边乡墅寻觅塘边乡墅，，误入藕花深处误入藕花深处
发现地点：双流籍田镇

在日卡瓦海滩在日卡瓦海滩，，我们看了海龟下蛋我们看了海龟下蛋
发现地点：斯里兰卡日卡瓦海滩

提提//个个//醒醒

厨厨//房房//里里

蟹黄玉米
材料：玉米1根、咸鸭蛋2个、香葱1

棵、淀粉少许、油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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