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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
做主

家 里 那 点 事 太 太 说 了 算

WEEKEND

凉拌秋葵
食材：秋葵、大蒜、米醋、

蚝油、芝麻油、白砂糖、盐
步骤：
1水烧开，放入秋葵；
2加一点盐，焯5分钟捞出；
3切去蒂部，摆入盘中；
4大蒜剁成末，米醋、蚝

油、芝麻油、白砂糖、盐混合
均匀；

5将蒜末放在摆好的秋
葵上；

6浇好汤汁就可以了。

1.吸盘式的吸墙钩或架
子，在吸盘上涂点点色拉油，
然后用力按到墙上，会吸得
更稳。

2.丝袜比较容易被锐物
刮破，买回来后放在冰箱里
冷藏一会儿，再穿就没那么
容易破了。

3.在室内放浸泡了洋葱
的冷水可以去除油漆味。

4.将残茶浸入水中数天
后，浇在植物根部可促进植
物生长。

5.插花时，在水里滴上
一滴洗洁精，可以延长花的
寿命。

6.衣服上沾上番茄汁或
其他果汁，马上用湿纸巾擦，
基本可以去掉不留痕迹。

7.笔记本电脑不小心洒
到了水或油，可以先用吹风
筒吹一下，然后关机，在没送
到维修店维修之前千万不要
再开机，这样有利于修理。

8.书或资料被水弄湿
后，稍稍擦干，再用厚重的书
挤压好，套上塑料袋，放进冰
箱冷冻层，半天后再拿出来，
纸张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9.帆布鞋清洗时，用柔
软的布或丝袜配合洗洁精，
洗得干净不伤鞋。

10.皮包上有污渍，可以
用棉花蘸风油精擦拭，效果
不错。

11.夏天擦拭凉席，用滴
加了花露水的清水擦拭凉
席，可使凉席保持清爽洁净。
当然，擦拭时最好沿着凉席
纹路进行，以便花露水渗透
到凉席的纹路缝隙，这样清
凉舒适的感觉会更持久。

12.玻璃上有残留的双面
胶胶印的，用纸巾蘸洗甲水，
在胶印上一擦，胶印会消除。

13.若房间地上有散落
的头发，扫地时在扫帚上套
个垃圾袋，头发会很容易扫
成一堆且不容易到处飘。

14.不管鞋子的哪个部
位磨脚，你就在磨脚的地方
涂一点点白酒，就不磨脚了。

15.塑料东西如果断了
可以在断口上抹上风油精，
拼在一起，一两分钟后就会
合在一起。

16.秋冬出门时随时在
包里带一节小的干电池，若
裙子带静电，就把电池的正
极在裙子上擦几下即可去掉
静电。

换季大清理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份痛苦的工
作，但对我这样的收纳达人来说，把家里衣柜清理整
洁，更多的是乐事。当然，前提是：我爸不在场。

因为，我的收纳风格，一个字足以概括：扔！这简
直令我爸捶胸顿足，常常在他“你以为你好有钱？！”
的强有力质问声中，双方关系达到紧张的峰值。

对我爸来说，哪怕是一张街头接过来的宣传单，
或者烂到破洞的内衣裤，都是有用的，更何况这些看
起来还完整无缺的衣服饰品 。每当我打开衣柜，开
始大刀阔斧地整（丢）理（弃）旧衣物时，总有我爸的
身影像一个专业又耐心的监工一般伫立在我身旁，
痛心疾首地不停提醒我：“这件上好八好的，你丢了
做啥子？”“这件你就不要啦？我看你才买的得嘛。”

“这个我还有用！你不要给我丢了嘛！”
所以我家整理换季衣物的结局一般只有两个：要

么达到真正的整洁，要么只是把所有衣物重新叠一遍
而已。至于是哪个结局，取决于我爸在不在我旁边。

对于这种情况，我的对策就是每到换季就提醒他
出门耍两天，或者买好回老家探亲的车票，等他回来
时虽然也会横眉冷对我，但事已至此，他也只好接受。

我有一个和同龄人不太一样的妈妈，当然我也
是个和同龄人不太一样的年轻人。我妈爱打扮，出门
必定全副武装，可能深得萧亚轩老师“下楼倒垃圾都
要装扮漂亮，因为转角可能会遇到爱”的武功真传。
我却莫名其妙被养成了一个不修边幅、冬天连内衣
都可以免的粗糙女孩。我的衣柜里只有黑白灰，她的
衣帽间里全是大花布外带亮晶晶，低胸装恨不得开
到肚脐，紧身皮裤绷得梆紧，不明就里的人一定会把
我们俩的衣帽间弄反。

而且从我青春期开始，我就知道我妈是不满意
我的打扮的，要么总是提醒我“你个子那么矮穿点高
跟鞋嘛。”“你净穿些高腰，可以穿点长风衣噻。”要么
是“哎呀买点收腰的、性感的衣服！”她甚至会因为
我又买了一双平底鞋而冒火。

所以虽然我收纳时间不长，但是在整个过程中
会一件一件地接受我妈的点评和嫌弃，尤其是黑白
灰的低调奢华，在她那里统统被称为“叫花子衣服”。
人家换季收纳是因为衣服多、工作量大而苦恼，我的
换季收纳是因为她的同步点评而变得艰难，每年四
次，周而复始，暂无办法切断轮回 。

小朋友长得快，衣物消耗就会很大。所以换季收
拾小孩的穿戴，比收拾成人的衣物更考验人，尤其是
当你有一个“什么都不准丢”小孩的时候。

我儿子完美继承了他外公外婆勤俭节约的好
家风，大到废旧家电小到一张废纸板，都不舍得扔。
在他一岁多刚会走路时，就发生过我前脚扔掉他一
双已经磨烂的小鞋子被他哭喊着追出门外去捡回来
放好的事。现在给他收拾换季衣帽鞋袜，被要求必须
让他知情，如果发现有被悄悄扔掉的，就会跟你生
气。为了尊重孩子，我通常会邀请他一起来收拾整
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会发现：咦，我怎么会给
他买了这么多衣服！牛仔裤可以数出二十几条，T恤
更是一大堆。一部分脏了洗不干净，一部分小了需要
更换，还有一部分属于没有任何毛病就是不想给他
穿了。儿子的原则是，“都给我留着”，最大的让步是

“实在不要的送给沐沐（一个朋友小弟）”，这似乎是
他所有衣物最好的归宿。物尽其用倒也没什么不好，
于是多年来换季收纳，于我是家务劳动，于他就是清
点自己“财富”的享受时刻。 （李子甜）

一丢东西，
外婆就会痛心疾首地问我：
“这么好的东西，就不要啦？”

换季收纳时，我家最痛苦的人是我外婆。对我
们来说，这是“辞旧迎新”添置新衣的大好时机，但
对一个八十岁的老年人来说，这无异于一场摧毁，
摧毁她惜物的心。

外婆年龄大了已经不太出门，成天坐在沙发上
看看电视，发发呆。但只要看到我收拾东西，她必定
会像打了鸡血一样从沙发上弹起来，看我到底在做
什么。我外婆的口头禅是“造孽哦”。于是我每决定送
出或者丢掉一件东西，她就会守着我痛心疾首地说：

“这么好的东西哟，就不要咯，啧，造孽哦！”多说几遍
听得我都觉得自己是刽子手似的。我说：“外婆，这些
不得丢，我要送给那些买不起衣服的贫困户。”她才
会稍微好过一些。但又会接着问：“他们要穿这些呀？
这么花花绿绿的，他们下力人要穿这些呀？”言下之
意我明白，就是所有的东西她都舍不得拿出我家大
门，不管你什么用途，哪怕烂在家里也是安心的。

更夸张的是，随着换季收拾，我也会顺便整理一
下家里其他地方，例如书房，丢掉一些细碎无用或者
完全不好用的文具。但有好几次，我发现我丢进垃圾
桶的各类笔筒和低劣文具都再次出现在了我的桌子
上，一问，外婆说：“我看它们上好八好的，我以为是
不小心掉进垃圾桶就给你捡回来了。”其实谁都知
道，她就是不舍得放掉任何一根针、一张纸。

所以现在，我想丢任何东西（包括平常的垃圾），
都会多走几步丢到小区垃圾桶，不给老人家丝毫“重
构”的机会。 （璐璐）

不用说，这几天，又到了一
年一度夏装收起、秋装拿出来

的换季时节。说到换季，绝大部分
人都和我一样，十分十分地头疼。除
了换季收纳本身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以外，更重要的是，每到这个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自己又买了那么多
无用的东西，自己的收纳习惯是
那么的差！当然，更令人绝望
的，还是家人那些什么都不
准丢的想法。是的，家里那
么多柜子，装的全是无
用的东西，真正要
用的东西，反而
没地方装！

上好八好的上好八好的
丢了做啥子丢了做啥子

一到换季，我就痛恨自己
我家面积不大，东西一多，就显得杂乱，每次换

季整理都非常头疼。为此我专门看了一本家居整理
的书，里面提到的藏八露二的原则让我恍然大悟，
也就是家里的物品，绝大部分应该放在有门的柜子
或抽屉里，这样家里就会清爽许多。而我家，除了衣
柜，基本都是开放式的，怪不得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于是，我立即去买了五六个柜子。但万万没想
到，找东西依然麻烦，哪个柜子放什么东西当初完
全凭感觉，等再找的时候只好又是一阵乱翻。只好
又花了好几天，按衣服、文具、电子产品、药妆、食品
等分类入柜。

但几天过后，我家又乱了！比如说衣服，这几天
看似夏天已经过去，但又担心偶尔还会热，结果夏
天的衣服随手一扔，和秋天的衣服混在一起，我去
找秋天的衣服吧，一扯又扯出几件夏天的衣服，原
本整齐的抽屉又乱了。我家有学生娃，经常要在桌
子上看书写字，看完写完东西随手一放，桌子又乱
了。米面杂粮和保险袋、垃圾袋等原本专门放在一
个柜子里的，但往往取出来之后，又随手放冰箱上、
灶台上，厨房又乱了。

看到又陷入混乱的家，我终于明白，造成混乱
的哪是家具，全因为我们家每个人都没有物品归位
的习惯。一想到这里，我真是恨死自己了。 （花椒）

洗净收好的鞋，简直舍不得再拿出来穿
最近天气转凉，我心想，应该穿帆布鞋了。想是

这么想，但我简直舍不得把刚入夏时那两双洗净收
好的帆布鞋拿出来。

作为一个推崇“断舍离”理念的现代都市女性，
我衣柜里的衣服算少的，所以换季一般都不会给我
带来多少烦恼。比较让我挠头的，主要还是鞋，虽然
也不算多，但每次收进柜子和拿出来都是个比较麻
烦的过程。

首先，它们各自都要有各自的盒子，不像衣服，
叠好了摞一起就行了。而且现在店家为了显得自己
鞋子高级，给每只鞋都配了个薄薄的无纺布鞋套，
那么把鞋收起来的时候，也得套好了才行。

其次，既然鞋盒都这么郑重其事，那肯定不能
把穿脏了的鞋直接收起来。帆布鞋的话，必须洗净
晾干后，才能收进鞋盒——关键成都春夏和夏秋换
季的时候，往往又都是雨季（比如眼下这几天），根
本不敢洗鞋，生怕晾不干就捂臭了。就算是不需要
水洗的皮鞋等等，也一定要把鞋底擦干净，这不算
累活但也是一件小脏活吧，总之仍是麻烦事。

第三，有些鞋子穿破了我会扔掉，但鞋盒还好
好生生的，那就留下来用呗，而那些已经被压得歪
歪扭扭的鞋盒就赶紧扔掉。这就造成了“鞋不配盒”
的状况，有一两次换季时，为了找一双鞋，我几乎把
每个鞋盒都打开了一遍。

以上三点加在一起，造成了我对收放鞋子既认
真又畏惧，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把6月份洗好收
起的三双帆布鞋拿出来哪怕一双的勇气。算了，等
到穿凉鞋实在冷脚的时候，再下这个决心吧！

（天竺葵）

每到换季时节，
我觉得我家洗衣机都在“呜呜呜”地哭

我觉得我患了一种病，叫“换季收纳综合征”，
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一提到要把这一季的东西收起
来、下一季的东西拖出来就发怵，能拖一天是一天，
直到拖无可拖时，还得至少下三个小时的决心，最
后心一横，眼一闭，还会在开动之前给自己很仪式
感地来一句“哈”，才会硬着头皮，把床上用品、衣
服、鞋子来个乾坤大挪移。对，这些东西必须一口气
做完，不然下次就又会没了勇气。

比如这几天，我天天在我家的三间卧室间徘
徊，一会儿把脸凑到凉席上试会不会冷，一会儿把
手伸到凉被下面，试会不会薄……这当然不是我心
细如发，其实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如果不撤凉
席，只单纯地把毛巾被换成凉被不会冷吧？

是，你肯定会说，既然这么操心，那就把凉席撤
了嘛。不不不，你简直太不懂我们这些“换季收纳综
合征”人的内心了，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在查天气预
报吗，预报显示这个周末又要升一点点温，万一下
周继续升，那我岂不是白撤了？不行不行，一定要坚
持到最后一刻。

至于那几大衣柜衣服，我仅仅打开静静地看了
几眼，就决定悄无声息地再等几天了——妈耶，那
么多衣服，想想脑壳都痛！是的，我根本折不好衣
服，不管我看再多视频折得多么认真，但只要几件
衣服摞在一起，立马就摇摇欲坠，像极了我濒临崩
塌的内心。更狠的是，有几次我好不容易把要收拣
的过季衣服叠好，站在梯子上，正准备把它们搬到
顶柜上。突然！好不容易叠好的一件羽绒服散开了，
一撂衣服啪的一声掉了下去。那一刻，好气哟，既有
被跳楼的惊吓，又有马上得收拾残局的气恼。

最关键的是，你以为把过季衣服收起来，把当
季衣服拖出来就完事了？当然不是。刚拖出来的衣
服在柜子里放了好几个月，无论怎么看都皱巴巴
的。咋办？洗呗，丢到洗衣机里全部再洗一遍。所以，
每到换季时节，听到我家洗衣机每天“呜呜呜”的，
都感觉它是在哭。

所以，每到换季那几天，我都好想把自己变成
一只自带毛毛的猫，趴在一堆衣服上，冷眼旁观，冬
冷夏凉——换不换季，关我屁事！ （林湄）

■心情心情
一到换季

我就只想变成一只猫
趴在一堆衣服上冷眼旁观

■故事故事
只要我爸在，
我家的换季整理就是
把所有衣服再叠一遍

教教//你你//一一//招招

这些生活小妙招
很实用哦

太太//太太//厨厨//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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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换季整理，
家里总有人跳出来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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