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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主

家 里 那 点 事 太 太 说 了 算

WEEKEND

便秘？来个火龙果吧
火龙果的果肉中有很多黑

色籽粒，这些水果籽大多是纤维
类，不能被肠道消化吸收，同时
会刺激肠道蠕动，促进肠道内容
物更快排出体外。所以，因日常
膳食纤维不足而受便秘困扰的
人，很适合吃火龙果。不过，闹肚
子的时候就别吃了。

4招挑出好酸奶
1.买低温冷柜的产品，没有

凉意的不买；2.选择蛋白质含量
≥2.3%的产品；3.优选没有香精
和色素的纯酸奶；4.买益生菌酸
奶要选标有菌数的，数量达到10
的6次方以上才有保健活性。用
好这4招，就准能从万千酸奶里
挑出性价比最高的那一款了。

5招拯救大油头
你是否每天洗头到了晚上

仍油光可鉴？不如试试这几招：
1.换洗发水，最好使用含有吡啶
硫酮锌或水杨酸成分的；2.洗头
时，轻轻用指腹按摩头皮至少
30 秒。3.吹干时逆着梳头方向
吹；4.快速梳发根；5.每个月剪
一次头发。做到这 5 点，从此

“油头”是路人。

夏季晒衣分时间
不同衣物应在适宜的时间

晾晒，真丝、毛料、麻类等高档衣
物，可在夏季上午 10 时以前或
下午3时以后晾晒，并在衣物上
遮盖一层白布，避免阳光曝晒；
浅色衣物或棉毛衫裤等，可在上
午 10 时与下午 3 时之间进行晾
晒。晾晒后的衣物必须在通风处

“吹”1~2小时，待衣物的温度下
降后，再放入箱柜存放。

皮肤被晒伤了怎么办？
敷冷牛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肤科
主任医师张江林推荐用冷牛奶
外敷，牛奶的酸性有消炎收敛的
作用，不易过敏，缓解初期轻微
晒伤效果较好。具体方法：将牛
奶放入4~10℃左右的冷藏室，放
凉后，将干净的小毛巾浸湿，拧
至不滴水，敷在晒伤的皮肤上。
晒伤面积大时，用毛巾隔5分钟
浸一次牛奶，敷 30~60 分钟，一
天2~3次，持续3天左右，晒伤的
皮肤就会得到修复。

曾经以为自己会青曾经以为自己会青
春永驻的人春永驻的人，，如今吃如今吃
个桃子都嫌硬个桃子都嫌硬

去菜市场买菜时喜逢脆桃子。老公
一直抱怨成都的桃子不好吃，大多是一
捏就冒汁的水蜜桃，他心心念念的是小
时候吃的又脆又硬的脆桃子呢。赶紧买
了一袋，巴巴地提回家邀宠。哪知老公
只咬了几口，就发出哀怨的叹息：唉，现
在牙齿不行了，还是只能吃水蜜桃，老
了啊……

啊，这是耍我还是咋的？
气了几秒，立马升起幸灾乐祸的冷

笑：你也有今天！早前不是嫌弃我头上白
发丛生吗？看来自己也没吃保鲜剂啊！

是啊，无论是如花红颜还是翩翩少
年，都得老，苍天饶过谁？“我能想到最
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胡
扯，真相其实是：人世间最悲伤的事，就
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我最深切的关于老的忧伤，是从第
一次染发开始的。怀揣一颗少女心走到
40岁的我，突然有一天发现，黑发里夹
杂的大量银丝已经触目惊心，靠拔来掩
耳盗铃已经无济于事。理发师体贴地告
诉我，不能染成纯黑，这样新的白发长
出来后反差会很大，“褐色比较遮白
发”。当我人生第一次顶着时尚的褐色
短发走在大街上，没有意气风发，只有
满心悲凉：唉，老了！

再然后，身为暴走族一向藐视群雄的
我，突然有一天开始腿痛膝盖痛，走不了
几十米就要歇一歇。很快腰痛也找上来
了，手持“退行性病变”的检验单，开始正
视从此必须退出“运动达人”行列的现实。

年轻时想不通老人们为什么喜欢
吃肥肉而嫌弃瘦肉，直到自己也开始对
瘦肉无能为力，一吃满嘴卡，终于理解
了老年人的苦。

而当我日渐被“老”字相催的时候，
身体还算强壮的老公对此是不屑的：“你
看你咋个头发都白了？看到好烦啊！”“这
么点点路就走不动了，真是娇气。”“饭硬
点才有嚼劲嘛！”一副“贱人就是矫情”的
嘴脸。面对这样的钢铁直男，真的只想撞
墙。现在，从这家伙的嘴里居然也吐出

“老了”两字，可不让人拍手称快嘛！
一个人的老是痛苦，而当一群同龄

人都在聊老的话题时，大家就和“老”字
达成了和解，全都心平气和，爱咋咋的。

（子微）

不是怀二胎了不是怀二胎了，，是更是更
年期到了年期到了

老同学聚会，闺蜜突然感慨：不知道
自己老了，也是要闹笑话的。

原来，前几个月，她正在为女儿留
学劳心劳力时，每月准时报到的“大姨
妈”失联了。没有丝毫怀疑，闺蜜断定自
己“中招”了。45岁怀孕，这可怎么是好？
在二孩政策出台前的十多年里，虽然她
叨叨过好多次想生二胎，但在这个“中
年晚期”年龄段真实发生，委实有些尴
尬。女儿都18了，要？还是不要？这个问
题足足让她纠结了一个多月。她老公是
个喜欢孩子的人，在家察言观色许久，
忍不住建议：要不咱们咬咬牙生了吧？
女儿一听，双目瞪得溜圆：不准生！我都
是成年人了，哪能有这么小的弟弟妹
妹？！拖拉多日，实在难以决断，闺蜜开
始“孕吐”了，一横心去了医院，先检查
一下胎儿状况再说。检查的结果才是晴
天霹雳，医生淡定地告诉她：你没有怀
孕，你是停经了。去查个激素吧，应该是
更年期到了。

这个故事，让当天的聚会话题彻底
偏移。几个之前自诩“中年少女”的老友，
开始了一下午的对号入座——

“我以前最喜欢冷食，这两年突然
就爱吃热乎的了，连夏天喝矿泉水，都
会含在嘴里包一会儿再吞下去。”

“以前牙口老好了，看见别人饭后剔
牙都会嘲笑，现在吃点水果居然也塞牙。”

“你们有没有出现老花眼啊？我现在
特别怕别人拿个东西突然在眼前晃，头

晕；药瓶上的小字也看得费劲，非得在明亮
的光线下拿远一点才看得清楚。”

“你‘大姨妈’才第一次停，我这都乱了
一年多了，我还自我总结是不是出去旅行
磁场有变造成的呢。对了，最近总是一阵一
阵地发热，是不是更年期潮热了。”

“老公的头发越来越少，体检查出了
脂肪肝，保温杯泡枸杞、存茶饼还显摆，以
前的英俊少年，早变成大腹便便的英俊少
年他爹了。”

……
在时光的缓缓前行中，我们的生活习

惯在不知不觉地慢慢改变。从不喝茶的自
己，在偶然尝出一壶普洱滋味后，居然一发
不可收拾地培养出了茶瘾，一天不喝就不
舒坦；以前从来不清楚“工作地点”的各个
内脏器官，这两年也开始逐一发出信号宣
誓它们的存在；学生时代背过的诗文还能
记得多数，近些年看过的书却总是忘记里
面的人名……

月初，侄女喜提千金，欢乐之后，不得
不坦然面对——我已是姨婆！（微风细雨）

以前一根白头发都不以前一根白头发都不
能忍能忍，，现在现在，，明知是白明知是白
头发也舍不得拔头发也舍不得拔

几年前，我才四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的
好朋友们一坐下来，话没说上两句，就开始
捞起头发，比谁的白发更多，我一边安慰她
们“哎呀有啥子嘛，根本看不出来”，一边心
里暗喜：虽然我发量比她们少，但我至少没
啥白头发呀。

这也成了我唯一的骄傲。
然而有天晚上，我洗完脸，一抬头，突

然发现镜子里有道亮光闪过。咦，是什么

呢？难道我这么大年纪了，还会自带光芒？
正做梦呢，脑子里灵光一闪，赶紧凑近

镜子，拨开头发仔细一看：我的天哪，原来
有根白头发正在头顶上闪闪发光！我犹如
当头棒喝，连忙拿出眉夹，悄悄咪咪地靠
近，不动声色地扯下，仿佛不声张，青春就
不会被吓走一样。

就这样胆战心惊地过了两三年，去年，
我又去我经常洗头的理发店里洗头，因为
跟老板娘很熟，我说：“唉，我的发量越来越
少了，以后会不会秃啊？”老板娘回：“你发
量倒没觉得好少，但白头发有点多。”

白头发有点多！有没有搞错？！回家凑近
镜子仔细一看，天，确实，两鬓附近，什么时候
冒出来这么多白头发？因为面子功夫做得好，
全都躲在一层青丝下面，我居然没注意到！

我在镜子前呆立了足足有10分钟。那
种心灰意冷，没到年龄的人真的不会明了。

后来和同事聊天。她说，以前只要看到
哪怕一根白头发都必须把它拔掉，现在，不
了，留起，因为至少白头发也是头发呀，再
拔就成光头了。

那一刻，真的好想紧紧和她握个手啊！
（周一菲）

牙缝牙缝！！牙缝牙缝！！不知何不知何
时时，，我居然有了这么我居然有了这么
宽的牙缝宽的牙缝！！

以前，我们家每次买了炒胡豆，所有人
都把我盯到：“这个东西，只有你才奈得何。”

是的，我们家，就我牙口最好，什么东
西都敢嚼，春节时的甘蔗，排骨里的脆骨，
都是我喜欢的，那嚼起来嘎嘣嘎嘣的声音，
听起来就舒服。

但前两年，又一次吃脆骨，突然发现一

口下去，满口牙齿钝钝地痛，就像被醋泡
过的一样，无力得有些瘫软。

再后来，不仅脆骨，连空心菜嚼起都
恼火了，而且超爱卡牙齿。吃肉也是，牙
齿卡起的比舌头尝到的肉都多。

不仅如此，有一天，我还有了个重大
“发现”——有一天晚上看和朋友当天出
去郊游时的照片，突然发现我有张咧嘴
笑得很开心的照片牙齿上不晓得粘了个
什么东西，黑乎乎的。天哪，这也太丢脸
了嘛！紧张跑到镜子前一看。呵呵，不是
牙齿上粘了东西，而是牙缝！牙缝！不知
何时，我居然有了这么宽的牙缝！

唉，真的老了啊！ （叶湄）

他看个东西他看个东西，，就像在就像在
调焦距调焦距，，忽远又忽近忽远又忽近

我老公，专注节食半辈子——反正
自我们结婚以来，我从来没看到他吃过
两碗饭，吃且只吃一碗，而且是很小的
那种碗，如果喝了酒或吃火锅，那更是
粒米不沾。

所以，到现在，都48岁的人了，1.73
米的个子，体重仍保持在120斤多一点，
腰围更是十年如一日的二尺四左右。

老公当然也很得意，每次同学聚会
回来，都会很自豪地说：“我，绝对是我
们班身材保持得最好的，最显年轻的。
他们，一个个肚子多大头发都没得几根
了，看起好恼火。”

然而这个“年轻人”这两年还是老
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丧气？唉，你没看到
他看东西那个样子！看个手机，鼻子都快

“触”到屏幕了——而且看东西，顺序一
般是这样的：把东西拿到面前一看，嗯，
看不清呢，再把眼镜往上一推，凑近点，
哦，还是看不清，再虚起眼睛，把东西一
把拿得多远，呵呵，还是看不清呢，只好
像账房先生一样，把眼镜支到脑门上，眼
睛“触”到东西上看。一会儿远一会儿近，
看得我瞬间就把初中时从来没搞懂过的
凸透镜原理一下子就搞懂了。有一天去
填个表格，一溜儿人群里，就他一个人，
还戴着眼镜哦，眼睛都快粘到表格上了。
那一刻，内心真是无比的悲凉——天哪，
别人不会以为我图钱找了个老头吧！

有一次和好友抱怨，她哈哈大笑，
说她老公也这样，看个东西就像在调焦
距，“忽远又忽近”。 （张西兮）

医生说医生说，，打针吃药都打针吃药都
没用没用，，就是年龄大就是年龄大
了了，，骨头老化了骨头老化了！！

为了保持身材，尽可能地维持“年轻
态”，我每天晚上都坚持快走一小时。

然而去年夏天，也不知什么原因，有
只脚脚踝处突然出现问题，走平路吧没
事，但路稍微不平，哪怕从街沿跨到马路
上，那么一点点落差，就必须斜着插下
去，有根筋一直扯起痛。

坚持了两天，没用。决定去医院找骨
科医生看看。

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听我说
完症状，凳子一拖，用手在我腿上各个关
节处按了按，边按边问：“这里痛不痛？”

“不痛。”“这里呢？”“也不痛。”然后把板凳
一拖，端坐在桌前，说：“没啥问题，不用
管。”啊？！“不是关节炎？”“不是。”“那是不
是锻炼过度？”“你那点路算啥子过度哦，
不是。”“是不是骨头有问题？”医生看了我
一眼，说：“骨头也算不上有什么大问题。”
没什么大问题，那就是说还是有点问题
哦。“要不要照个CT？”看他这么轻描淡
写，我“核磁共振”四个字都不敢说出口。
医生轻笑了一下：“哪里用得着！”“那要不
要开点药呢？”医生还是摇头：“不用不
用。”“那就怪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但为什
么我的脚就是痛呢？”医生又看了我一眼，
犹豫了一下，说：“本来不想打击你的，但
你这么执著，我只好说了。其实真没什么
大问题，就是年龄大了，骨头开始老化了。
这是个自然衰退的过程，打针吃药都没
用，慢慢接受就对了。”

然而，医生，你让我如何接受！“年龄
大了”，是“年龄大了”这四个字哎！（柳芭）

我们大多数人，人到中年以后，都在用尽办法，妄图将青春的尾
巴扭得久一点，更久一点。
然而，无论是如花红颜还是翩翩少年，都得老，苍天饶过谁？
是的，无论我们如何挣扎，岁月终会露出它的獠牙，让我们在某
一时刻，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老了，确实老了啊！
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幸好可以安慰的是，衰劳从来不是
一个人的事。当一群同龄人聚在一起历数衰老的症状时，大家
就和“老”达成了和解，全都心平气和，爱咋咋的。

老了
确实老了啊！

@柔软：开始动不动就回忆过去。
@Joshua：膝盖开始痛，不敢爬山。我当年陪退休老干部爬黄龙，上蹿下跳三次不带喘气的，没想到现在我看到下楼梯都要绕道了，宁愿
多走几步平路去搭电梯。
@石器时代：进空调屋，心里先问一下腿同意不？
@豇豆土豆四季豆：颈纹，当脖子上出现深深的颈纹时！我一个学医的同学说，人为什么会出现颈纹？那是因为你老了，脸上的肌肉垮了，
垮到脖子上“垛”起了。听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真是一点都笑不出来。
@我不是郭靖的劲：当你熬了一天夜就像出了一趟国，要三天才能补回瞌睡倒回时差的时候。

哪件事或哪一个瞬间
让真真切切地
意识到自己老了？

■■七嘴八舌七嘴八舌

碎碎口味鸡
食材：鸡大腿、小米辣、大

蒜、生抽、老抽、蚝油、白糖、啤
酒、淀粉、盐、剁海椒

做法：
1大蒜、小米辣切碎，鸡腿去

骨切成小粒；
2鸡腿肉里加淀粉和生抽，

腌制片刻让其入味；
3调汁：剁海椒、蚝油、老抽、

白糖搅拌均匀；
4锅内倒入适量食用油，倒

入全部小米辣和一半大蒜爆香；
5爆香后下腌好的鸡粒翻炒

均匀；
6倒入之前调好的酱汁，大

火翻炒，倒入剩下的那一半大蒜
末，快速翻炒几下；

7淋上少许啤酒，撒上一点
葱花，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太太//太太//厨厨//房房

教教//你你//一一//招招

这一刻，我终于意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