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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
做主

家 里 那 点 事 太 太 说 了 算

WEEKEND

萝卜丸子
材料：青萝卜1个 鸡蛋2

个 五花肉 1 块 大葱少许
面粉半碗

做法：
1.青萝卜切碎，鸡蛋磕

开，五花肉切成小肉丁，大葱
切成葱花；

2.青萝卜用开水烫一下，
放入容器里，加入小肉丁，再
放入葱花、鸡蛋和面粉；

3.放盐、胡椒粉进行调
味，再搅拌均匀（如果干的话，
就少放点水）；

4.将搅拌好的萝卜制成
丸子，放入油锅里炸成金黄色
就可以了。

放久了的衣服会变黄，很
难洗干净？教你个绝招：

将柠檬切片放进水中煮
沸，然后用煮好的柠檬水将衣
服浸泡15分钟，轻松搓两下，
汗渍黄斑就会瞬间消失。

其实柠檬水除了有去黄
效果，还可以提亮衣物颜色，
提高衣服柔软度哦。

怎样消除脸部浮肿？

1.牛奶热敷：用适量牛奶
加入开水，先用化妆棉敷在眼
皮上按摩3~5分钟，再换热毛
巾敷，眼皮瞬即消肿；

2.冰敷：用化妆棉沾上冰
的化妆水（冰牛奶也可），然后
敷在浮肿的眼皮上约 10 分
钟，还原你清澈双眸之后就可
以正常洗漱了。

3.敷眼膜：最适合敷眼膜
的时间是早上7~8点，睡醒后
敷片眼膜，就能收紧眼袋。

4.按摩：这是最方便简单
的方法，而且可以应对所有类
型的浮肿。每天清晨轻拍面
颊，或在涂抹日常保养品的同
时顺着脸颊按摩提拉肌肤。

凉拌菜应多加点葱蒜

春天来了，天气热和了，
吃凉拌菜的时候又多了。为防
止大肠杆菌捣乱，做凉拌菜时
应多加点抗菌菜，比如大蒜、
洋葱、韭菜、大葱等，也可以多
加些醋和芥茉等调配料。蔬菜
最好用流水多冲洗几次。

去年春天泰国游，归来后印象最
深刻的不是那些美轮美奂的风景，而
是一对母子因为照相爆发的大战。

团里 20 多人，最惹人注目的是
一对母子：妈妈虽已40多岁，但容颜
娇美、身材傲人，加上打扮入时，看上
去无比青春。她身边读大学的儿子不
仅长得英俊帅气，更难得的是性情柔
顺，一路上都跟在妈妈身边，随时随
地为她拍照。这美妈又特别爱照相，
简直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留影的地
方，躺着、坐着、站着，扭腰摆臀、倚门
回首、举头望天、平地起跳……想得
到想不到的姿势，在每个地方都轮一
遍。儿子一直拍一直拍，一点都没有
烦的样子，别的游客都走远了，妈还
要摆造型，儿子也就随她，慢慢来。

这对母子，不知羡煞多少人，大
家都感叹：你看别个好有福气，有这
么乖个儿！

哪知道第四天，风云突变。
起因是导游要带大家去一个地

方看日落，所有人都上车了，就那儿
子没来。等了好一阵子，小伙子才气
喘吁吁地冲上车，说有个东西没找
到，在酒店翻了半天。眼看太阳又下
去一截，孩子耽搁了全车人的时间，
当妈的就很生气，絮絮叨叨地埋怨。
小伙子先是低声辩解，后来就横了：
我都已经道歉了，紧到说有意思吗？
妈也毛了：你以为道个歉就行了？一
点时间观念都没有，你以为全车人该
等你？看不到日落，你就该负全责！

这下小伙子被彻底激怒了，一张
嘴哗啦哗啦往外喷子弹：你光说别
人，有没有照照自己？你每天一出门
就照相照相照相，哪个地方不耽误半
天？你有没有时间观念？你翻过去照
翻过来照，哪个地方不照个十来张，
所有人都烦你你晓得不？你这样照有
意思吗？我跟你出来耍，到底耍了啥
子？我每天就忙着给你照相了……”

美妈被儿子一梭子一梭子喷出
来的弹药惊得目瞪口呆，继而悲痛欲
绝，继而雷霆震怒，嘶声和儿子对骂，
历数儿子从小到大的各种罪行。儿子
当然也强硬反击，痛陈妈爱打扮、老
妖艳、伪君子……各种不堪。到山上
半个小时的路程，母子俩骂了一路，
全车人劝了一路。一对众人心目中的
模范母子形象土崩瓦解。

这件事给我最深刻的教训是：有
自恋倾向的美眉们在照相一事上一
定要适可而止，无论你自我感觉多么
良好，一定要关照摄影师的内心世
界，否则就像这对母子，那么敬业的
摄影师儿子都被妈逼反了！

女人一说拍照
男人吓得直跳

这段时间，正是春回大地，百花盛开的季节。
花开了，水绿了，在衣柜里躺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春装也被翻
出来了，于是出门踏个青就成了必须的了。
出门踏青，哪个女人不想在花丛中美美地拍上几张
照，发发朋友圈，收获一堆“赞”？
可是一说到拍照，女人们个个怨气十足，男人们

则捶胸顿足，那些藏在照片背后的故事，真是
又幽怨又鲜活……

男人拍照靠不住
不如女人来互助

说到拍照，我的经验，
最好是女人互助。因为只有
女人才了解女人的需求。

我就有两个最亲密的
朋友，当她给我拍照时，一
定会细心地提醒我，哪根头
发乱了，脸侧到什么角度最
显瘦，下巴如何抬有气质，
脚一曲一伸动作才优雅，最
重要的，还会找个道具遮住
我凸出的小肚腩，或者让一
枝花刚好挡住我脸上的那
颗痣……这份体贴，有几个
男人想得到!

而且女人互助，还可换
丝巾换衣服换各种道具尽
情扭摆而不必担心被嘲笑，
和谐死了。

血泪
经验

朋友旅游归来，感慨地给我讲起她看到的
“最美爱情”：

这次跟团游，他们带上了自己的公公婆
婆。旅途中，大家一路追拍8岁的女儿，到处留
下小姑娘美丽的身姿，谁也不觉得两个 70 多
岁的老人还有拍照的必要。哪知婆婆爱美之心
不老，见好山好水中没有自己的影子，怨气渐
生，却隐而不发。公公最先看出婆婆的心思，第
二天，一见到独特的景观立刻摸出手机招呼婆
婆照相。婆婆这下高兴了，随时随地摆POSE，
大叫“来一张”。中途休息的时候，婆婆甜蜜地
依偎着公公欣赏照片，哪知打开手机一看，差
点气晕过去：原来公公老眼昏花，手又发抖，那
些勤勤恳恳照下的照片，要么模糊不清，要么
偏了方向只有大半个头，最惨的两张人直接飞
出了镜头外。婆婆大怒，乱骂公公老糊涂，害得
自己浪费了那么多表情。走过的地方又不可能
再回去，咋办？公公诚惶诚恐万般告罪，发誓要

“痛改前非将功补过”。
次日，公公对每一张照片如临大敌，只要

婆婆往哪个地方一站，赶紧哆哆嗦嗦摸眼镜，
手机打开后反复调试，近照远照横照竖照各种
姿势操练，直到把婆婆都照得不耐烦了才罢
手，而且照完立刻请婆婆“检阅”，一旦婆婆脸
色不好，赶紧表示“再来一次”，得到婆婆表扬，
立刻眉开眼笑高兴得跟学生拿了100分似的。
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因为公公对待照相大业
的“精益求精”而大大拖慢，大家都拿他们当笑
话看。但二老不管众人咋说，每天都幸福地享
受着“照与被照”。到最后朋友突然顿悟：这不
就是人世间最深情的爱吗？无论你老成什么样
子，我就是要照得你好看；实在好看不了，那就
照你个高兴！

最后这句话，听得我真是心塞啊！如果要
以是否愿给老婆照相来衡量爱情指数的话，那
我老公简直就该扔了。此人最可恨之处就是从
来不给人照相。春花开了，你叫他给拍两张照
片，只冷冷一句话：就几朵花，有必要年年照
吗？哄着劝着让他端上相机，这边人还没站稳，
他胡乱一挥手，凌乱不堪的一个影子就留下
了。换两个姿势叫他再来几张，使唤不到两句他
就毛了：紧到照，又不是西施貂蝉，有啥照头！

这话就伤感情了！我气急败坏地开始反
击：嫌我不好看是不是？那你追我的时候瞎了
眼？不是西施貂蝉就没资格照相了？……到最
后，欢天喜地的花花秀变成唇枪舌剑，一个美
好的春日就此毁掉。

如此一个男人，注定了跟他出游是几乎没
有照片留下的。他大踏步地从所有地方走过，
绝不回头照张相，口头禅是“看了就行了”，至
于身边一颗渴望照相的女人心，不在他的关注
之列。我也曾积极主动地为他照相，并期盼他
能“知恩图报”，哪知人家根本不稀罕，照完了
你盛情邀他欣赏一下，他最多心不在焉地扫两
眼。如果你胆敢说“我都给你照了，你为什么不
给我照？”就会得到一个让你晕死的回答：我又
没请你照！都是你主动照的……

绝望之余只有自我宽慰：莫法，找了个这
么不解风情的人。好不容易把自己的怨气抹
平，如今却被朋友这番话勾起旧恨新仇：是嘛，
若真爱，老母鸡也能照出西施的感觉啊！想到
此，悲泪长流。

女人抱怨女人抱怨：：老公从来不给我照相老公从来不给我照相，，
逼急逼急了了就胡乱一挥就胡乱一挥，，留个影子算数留个影子算数

是嘛，
又不是貂蝉，
有啥照头！ □紫苏

夫妻之间

给女人照相是门技术活。当然，此“技
术”非彼“技术”，我所说的“技术”是一点
心理学常识，否则，要想在女人堆里讨好，
那基本上是没门。

举例说吧，朋友单位拍工作照，报社
的摄影记者小刘主刀，为了安全，咔擦咔
擦，每人按三下。照一拍完，女同胞们就
围了上去：小刘啊，可不可以选最漂亮的
一张贴工作证嘛？小刘很不解风情地答：
不行，我的选择标准是脑袋正不正，肩膀
平不平。“那如果都是正的，可不可以选
最漂亮的嘛？”无数双媚眼投射出无数期
待。“那不可能，总有最正的。”小刘很严谨
地答。

嘁，榆木脑袋！女人们悻悻散去，发誓
下辈子也不找小刘拍照了。

当一个男摄影师面对一群女人时，
同样的情节总是屡屡上演。去年春天，
花开如海，我们几家人出去爬山。我哥
这些年正迷摄影，端上自己的高端相
机，殷勤地混迹于一群女人中间，随时
随地跟拍。大家知道他的专业水准，又
有这高大上的装备作后盾，也都乐得给
他做模特，在他的指挥下搔首弄姿，于
花间林下遍留踪迹。回家之后，所有女
人都激动万分地等待我哥发布靓照。结
果，每出来一张就引起一片惊叫——不
是赞美，是夸张的崩溃和不满：“天啦，
我脸好胖！”“肚子！哎呀，小肚子好明
显，都没遮住。”“简直想死啊，眼角那么
多皱纹，还有斑……”

我哥慌了神，觉得女人们对照片的欣
赏完全走偏了方向，赶紧辩白，严正指出
这照片构图是多么合理，光圈用得多么合
适，色彩有好明丽……简直是完美之极。

根本就没人理睬他的说辞，女人们一
致控诉，自己被照胖了，脸上不干净，皱纹
白发斑点都出来了，这摄影师，太差劲！

我哥简直气疯了，问你们到底欣赏得
来照片不？你们讲不讲道理？

女人们众口一词：没啥道理可讲，我
们的要求就三个——白、瘦、漂亮！

面对一伙40岁左右却天真如斯的姆
姆，满怀摄影理想的我哥恨不得去撞墙。

有一天，我把我哥的悲惨遭遇讲给老
公听，并打开电脑上一组“如何拍出最美
旅游人像”的图片，希望他吸取教训，好好
学习如何为女人照相。这家伙看了半天，
丢下一句话：人家长成这样子，咋个拍都
是经典。言下之意我们一群老姆姆，咋可
能拍得出那效果嘛。

我要是慈禧太后，直接把他拖出去
宰了！

看来，要跟男摄影师讲道理，那是万
万不可能的。当然，在他们眼里，女人才是
天底下最不讲道理的。

曾有摄影师对我说：最讨厌给女人照
相了，因为她们太在乎自己的形象。这话
我听着就不爽，你说照相不图个好形象还
图啥呢？所以啊，给女人照相，专业摄影师
是没什么用的，技术基本上是用不上的。
这话，送给摄影师们自勉吧。

母子之间

啥子都没耍，
每天就忙着给
你照相了 □翠微

老妈老妈：：想得到想不到的姿势想得到想不到的姿势
在每个地方轮一遍在每个地方轮一遍

同事之间

女同事女同事：：莫说啥子构图莫说啥子构图，，没把我没把我
照白照白照瘦照漂亮就什么都不是照瘦照漂亮就什么都不是

你们女人，
到底欣赏得来
照片不？ □林下

教教 // 你你 // 一一 // 招招

衣服变黄了怎么办？

太太 // 太太 // 厨厨 // 房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