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上心爱之物去旅行
去草原旅游的小米，刚刚在朋友

圈里发了张照片：一个可爱的泰迪熊
玩偶，坐在鲜花盛开的草原上，憨态
可掬……我点了一个赞，随后发了条
评论：又带着你家迪迪去旅游啦！

如今，像小米这样带着心爱之物
去旅行的人还真不少。我的发小紫嫣
每次出行前，都会习惯性地买本杂
志，仔细地放在旅行箱里。旅游回来
时，有时杂志能读完，有时仅仅翻了
几页。特别带着女儿出游时，紫嫣把
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白天不可能
有读书的时间。不过，晚上临睡前，她
会倚着床头闲闲地翻翻杂志，即便只
翻上一两页，整颗心也是安然的，满

足的。她说，读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
读书给她的心灵带来宁静和愉悦，它
既可以消除旅途的劳累，又可以让她
得到放松和休憩。我一直认为读书可
以为旅游加分，想来紫嫣也是心有戚
戚焉。
大学同窗沫沫嗜好吹笛，每次出

游她都随身携带一管长笛。就是用这
管竹笛，她在云南大理俘获了一位瑞
典青年的心。在大理的一个月夜，沫沫
站在洱海旁，迎着苍山风洱海月，旁若
无人地吹奏着她心爱的曲子。听到这
清丽的笛声，在洱海边散步的瑞典帅
哥仿佛听到天籁之音，如痴如醉，循声
而来，发现吹笛人居然是个衣袂飘飘

的年轻女子。瑞典帅哥对沫沫一见钟
情，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为了沫沫，
他改变了旅游行程，沫沫去哪里，他就
跟着去哪里。为了和沫沫琴瑟和鸣，他
甚至特意买了一把小提琴。当然，这小
子的小提琴拉得相当不错。最终，他用
毅力和同样美妙的小提琴乐曲打动了
沫沫的芳心，成功把她“拐”到了瑞典。
前几天，沫沫还给我发了张小女儿吹
笛子的照片，可见笛子依然是沫沫所
爱。只是不知，如今的沫沫出游时，是
否还带着那管竹笛？

至于我，每次旅游的必带品则是
好友从巴黎捎回来的咖啡杯，温润的
白瓷，我钟爱的铁塔图案，还有一个

精致的原木盖，小巧又简洁。虽说出
行带瓷器不便，但我每次都把这个咖
啡杯和素日爱喝的咖啡一并放入我
随身携带的包包里。无论在汽车、火
车或飞机上，我总爱沏上一杯热气腾
腾的咖啡捧在手中。闻着香气，看着
窗外转瞬而过的风景，无来由地发上
半天呆，实在是件惬意的事情。

去年坐火车去武夷山，我照例坐
在过道旁的座位上，手捧一本杂志，
偶尔啜上一小口咖啡，再拈一小片饼
干放入口中。时光就像一条潺潺的小
河，在我指尖缓缓流过。当我放下书
小憩时，临铺的女子笑着对我说：“知
道吗？咖啡，饼干，书，你，就像一道美

丽的风景哦!”我莞尔一笑，能让自己
成为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也算悦人
悦己的一桩美事吧。

尘烟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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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甜蜜约会

歌手李玟在《好心情》中
唱道，“有你就有好心情，就
像夏天吃着冰淇淋。”由此可
见，五颜六色的冰淇淋之于
夏天，是一个多么迷人的诱
惑，它能带给我们无比美妙
的好心情。

素有吃货之称的女儿，
也好食冰，这可难不倒她
贤惠淑良的老妈，我每天
变着法子，就地取材给她
做冰淇淋、奶昔、冰镇水
果汁等，让流着哈拉子、
头也不抬埋首于美食中的女儿，直呼
“给力”。

比如夏天司空见惯的西瓜，营养丰
富，具有清热解暑、解烦渴、利小便、解
酒毒等功效。取出冰镇好的西瓜，拿勺
子挖出瓜瓤，去籽，放入榨汁机，转动旋
钮，一杯冰镇西瓜汁就完成了，它鲜红
诱人，冰凉解暑。
冰镇糯米绿豆汤，也是我家夏天最

普通的饮品，全家人百吃不厌。
有这些美味相伴过夏，除了可以附

庸风雅地吟诵一句“人皆苦炎热，我爱
夏日长”外，还有一个妙处，那就是它们
的制作方法轻松方便，用的都是厨房小电器，
无须让身为煮妇的我忍受烟熏火燎、汗流浃背
的折磨。所以，我乐此不疲。
下面也教大家两招，在舌尖上掬一股清凉

过夏，不啻是一件人间美事。 莲叶田田

水果冰淇淋

水果品种繁多!可以是芒果"草莓"水蜜桃

等!做法也相当简单#

!"

把去皮去核的芒果"草莓或水蜜桃放在

冰箱冷冻柜里冻成坚硬的果肉棒$

#"

取出其中的一个水果冰块!加入一小包

奶粉!放几滴橄榄油或沙拉油!一起倒入搅拌

机里打成糊状$

$"

把糊状倒入碗或盆中!再放入冰箱冷冻柜

里稍冻一会儿!冰淇淋即大功告成%

我做的冰淇淋!清凉"绵滑"甘甜!

纯粹的绿色健康食品% 为了增加冰淇

淋的口感! 也可以在上面洒一些巧克

力粉!味道更好%

香蕉奶昔

!"

把香蕉去皮后放入冰箱的冷冻

柜里冰冻!待用$

#"

把冰冻后的香蕉!放入搅拌机!

放入一小袋纯牛奶!一起搅拌即可%

美味苦瓜
居住顶楼，便可种植。楼

台上的苦瓜早已急不可耐、丰
收在望了。那碧绿滴翠的瓜
儿，那艳丽夺目的花儿，那迎风
起舞的叶儿，那缠缠绵绵的藤
儿，在骄阳下，于热风里，越发
显出蓬勃生机。尽管我酷
爱这楼台上的苦瓜风景，
但亦深知这些苦瓜是经不
住留的。于是，隔三岔
五地摘下两三只变着
法儿烹调。

苦瓜，又名凉瓜、癞瓜、癞葡萄
等，享有“君子菜”“菜中良药”之美
誉，具有“君子之德，君子之功”。李
时珍于《本草纲目》中记载：“苦瓜原
出南番，今闽广皆种之，五月下籽，
出苗引蔓，七八月开小黄花，五瓣如
碗形，结瓜长者四五寸，短者二三
寸，青色……熟则黄自裂，内在红
瓤裹子，瓤味甘可食。”大凡带苦味
儿的食物都能清凉解毒。李时珍
说，苦瓜具有“除邪热、解劳乏、清心
明目、益气壮阳”之功效。
日前与网友聊天，谈盛夏吃什

么、补什么，她特地推荐了两道苦
瓜大菜：“苦瓜煸鸭肉”“苦瓜塞猪

肉”。她说，鸭肉的营养价值与
鸡肉相仿。鸭肉有养胃生津的
功效，便秘和水肿的人吃鸭肉
就更好了。而且吃鸭肉还能补
充营养，消除暑热给人体带来
的不适，实在是一道食疗美味。
苦瓜煸鸭肉的做法简单：苦瓜
去瓤，切成条；鸭肉切成条；将
苦瓜稍微用清水焯一下捞出；
用油把鸭肉煸熟，加少许酱油，
或者加豆豉调味至肉熟，再将
焯过的苦瓜下锅中，共同翻炒
几下即可。
苦瓜吃法繁多，如凉拌苦瓜、

素炒苦瓜、苦瓜炒肉、苦瓜烧鱼、

苦瓜炖鸡等，苦瓜无论与什么菜
同炒共煮，都不会将苦味传给别
的菜，永葆它的碧翠与清纯，这就
是它独特的君子风格。

当然，最简单的吃法是凉
拌。把苦瓜洗净，一剖为二，去
瓤，切成薄片，用开水焯一下，再
放在凉开水中浸泡一会儿，捞
出，沥干，入盘。放入酱油、白糖、
蒜泥、香醋、麻油、辣椒等拌匀，
置冰箱冷藏。吃时取出，入口爽
脆，苦中夹甜、酸中微辣、清凉爽
口。那翡翠般的色彩就令人赏心
悦目、胃口大开，而苦味若有似
无。 戚思翠

凡事都有两面性，比如大家
都喜爱的明媚阳光，有时就会给
女儿带来小烦恼。

大多数情况下，女儿是喜欢
灿烂阳光的，不过午睡时除外。
她喜欢在幽暗的环境下入睡，我
因此特意把她卧室的窗帘换成
了遮光布，外带一层窗纱，门更
是关得紧紧的。可即便这样，女
儿还是嫌屋里太亮。午睡时间原
本就短暂，看着她躺在床上翻来
覆去地“烙烧饼”，我都替她着
急。

有一天，外甥女来我家作
客，顺便午觉片刻，她不慌不忙
地从包包里拿出一个小物件戴
到头上，瞬间就把眼睛遮了个严
严实实。我和女儿好奇地睁大眼
睛：这是个什么东东？面对我们
俩异口同声地询问，外甥女的吃

惊一点儿也不亚于我们的好奇：
这年代，还有连它也不知道的？
眼罩呀！

眼罩，顾名思义就是遮着眼
睛的罩子，在光线强时带着它容
易入睡，这不正是女儿需要的午
睡神器吗？

我赶紧拿出我的美布收纳
箱，让女儿选一块她喜欢的布。
待她选好，我的准备工作也准备
就绪。裁裁剪剪，飞针走线，不到
半小时，一个眼罩大功告成：绿
底白波点的麻棉布，女儿大爱的
埃菲尔铁塔图案贴布，外加两个
造型可爱的小纽扣儿，百分百的
小清新范儿。

女儿欢天喜地地把眼罩戴
上，舒舒服服躺在床上。这神器
果真管用，小姑娘不一会儿就睡
着啦！ 阎 磊

小清新眼罩

丑呆萌小姐
第一眼看见丑呆萌小姐时，

作为资深狗狗外貌协会会员的
主人，我立马就惊呆了。见过丑
的，我还真没见过这么丑的小
狗：身上的皮毛灰黄不清也就不
说了，一张狗脸竟然也是黑漆漆
的一团，在明亮的客厅里，想要
看清它的五官都有些困难。

在家里，我说的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丑呆萌小姐，你在哪儿
呀？”只要光线稍微暗一点，丑呆
萌小姐就会像阴影般消失在家
中的角落，好在它很快就接受了
这个响亮而时尚的名字，只要听
见我们的叫喊声，它立刻会像一
团灰色的烟雾一样，一溜烟无声
地奔向我，每次都能确保吓到
我。

丑呆萌小姐除了丑，那呆可
是天然呆，它认得自己的饭碗，
不管任何人、任何时间动了它的

碗，它都觉得是饭点到了。呆货
往往还是吃货，丑呆萌小姐也不
例外，看见饭碗就各种激动，绕
着你转圈的同时顺带着欢腾跳
跃。丑呆萌小姐的胃口好也是天
生的，不管你给它多少，它都能
吃得盆儿光盘儿净，吃完就拖着
个沉甸甸的小肚子四处奔跑。

丑呆萌小姐在饭前总是特
别听话，你说尿尿它就乖乖地奔
向厕所。不过只要等食物一下
肚，丑呆萌小姐立马就会翻脸不
认人，如果此时你还想让它尿
尿，它多半会在厕所门口装聋作
哑；如果你再叫，它索性四脚着
地装死给你看。哎呀，这不典型
的癞皮狗范儿吗？

家里的卧室是不允许丑呆
萌小姐进去的，丑呆萌小姐强攻
失败后，就开始智取。你看它时，
总见它乖乖地趴在卧室门口，昂

头专注地看着你，一双小眼睛天
真无邪。半天不见动静，你满心
以为它睡着了，转眼一看，人家
悄没声儿地已经半个身体越界
了，如果此时你还不揭穿它匍匐
潜行的阴谋诡计，那么不用三分
钟，它那黑乎乎的小身体就已经
在你的拖鞋上舒舒服服地趴着
了，而且，还打上小呼噜了。

前几天，带丑呆萌小姐去打
预防针，同时办狗证，工作人员
问狗狗的小名，当我报上叫“丑
呆萌小姐”的大名时，所有人都
开心地笑起来。丑呆萌小姐听见
我说到它的名字，小眼睛亮晶晶
地看着我，而后环顾众人，一派
淡定优雅的模样，于是众人忍不
住又笑：“这丑呆萌小姐，其实不
算太丑，也不算太呆，萌劲儿倒
是挺足！”

张蔷薇

材料!棉麻布 黑色棉布 中

厚铺棉 松紧带 纽扣 埃菲尔铁

塔图案的布

步骤!

1.把棉麻布、黑色棉布和中
厚铺棉裁成长21cm×宽11cm
的长方形，然后剪成眼罩的形
状。把埃菲尔铁塔图案的布剪出
花齿形状，稍微倾斜着缝在棉麻
布的左侧，把两个小纽扣缝在棉
麻布的右下方位置；

2.把棉麻布和黑色棉布正
面相对，铺棉放在棉麻布的后
面，缝合在一起。把松紧带的两
头放在棉麻布和黑色棉布宽的
正中间，缝合时一定记得把它也
缝进去。当缝到还有4厘米的口
时，把它翻过来，用藏针法缝合；

3.用熨斗把眼罩熨平，小清
新眼罩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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