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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尘老师：
你好，前几天我向老师请教

一道数学题，她翻了翻眼睛说，
这样简单的题目你也不会吗？我
只觉脸上火辣辣的，感觉同学们
都在笑话我，特别尴尬难受，真
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个老
师实在太可恶了，她怎么能这样
嘲讽我呢？我既生气又恨她，我
现在特别不愿意上她的课，总觉
得她在嘲讽我，心里有很大的阴
影，希望你能帮帮我。

阿 珍

阿 珍:
你好。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心里有，眼里才有。”就像
你学过的成语故事疑邻盗斧一
样，因为怀疑邻居偷了自己的斧
子，所以横看竖看人家都像一个
小偷。等自己的斧子找到了，心
里不再怀疑邻居是小偷时，上看
下看人家都像一个君子了。老师
的嘲讽，是不是你自己读出来的
呢？

同样一件事，因为每个人都
有不同的解读，所以，落到每个
人心里激起的反应都是不同的。
在你眼中，老师翻了翻眼睛，是
嘲讽；而在同学甲看来，也许这
只是老师的习惯动作，没有任何
含义。老师的一句“这样简单的
题目你也不会吗？”你读出的是
贬义，而同学甲读出的也许是褒
义。同学甲也许会这样想：因为
老师认为我是个成绩优秀的学
生，所以她才疑惑我怎么不会做
这道简单的题目。如果她认为我
水平很低，不会这道题目是很自
然的事情时，就会立刻给我讲解
了。

阿珍，我这样说并不是帮老
师开脱，而是希望你能学会多角
度地看待一件事情，这种思维方
式能帮助我们练就一颗宽容有
弹性的心，而这样的心是不容易
受伤的。

较之于口头表达，肢体语言
更能反应一个人真实的心声。不
屑的肢体语言，再配合上说话人
的语气，很多时候的确是特别伤
人的，这样的经历想必每个人都
经历过。但是，我们无法控制别
人，对吗？所以，遇到不开心的事
情时，我们只能改变自己的看
法，尽量不让别人控制我们的情
绪。“我的情绪我做主”，阿珍要
牢牢记住这七个字。

如果你确定老师真的是嘲
讽你，而不是自己太过敏感的
话，那就立志把数学学好吧。因
为，报复一个人最强大的武器是
让自己更优秀。如果你因为老师
可恶而恨她，并让她的可恶控制
着你的心情，继而影响到数学课
的学习，我个人认为那是天底下
最傻的行为。老师不会因为你恨
她而失去工作，而你却会把自己
的前程葬送在仇恨中。

我们常说温室的花朵是没
有生命力的，因为它们没有抵抗
严寒风霜的能力。从幼儿园开
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
除了学习认字算数和各种知识
外，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与人相
处，培养自己抗挫折的能力，为
日后步入工作岗位打好基础。阿
珍，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
会，与其生活在对老师的仇恨
中，不如好好利用这个机会，磨
练提高自己抗挫折的能力。祝你
成长进步。

知 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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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檐下

老师的嘲讽

让我很生气

方小姐求助：
方小姐来电说，她平日就有便

秘的毛病，秋天则更加严重，这可能
与秋天干燥有关。她想请教下午茶
的朋友，缓解便秘可有良方？

茶友支招：
有一段时间我的便秘很厉害，

脸上也起了许多色斑，后来在朋友
的介绍下我每天早上都空腹吃一
勺炒熟的黑芝麻，然后喝一杯蜂蜜
水，效果蛮好的。现在我已经养成
了早上一勺黑芝麻、一杯蜂蜜水的
习惯，便秘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
烦。黑芝麻记得要磨碎，这样容易
吸收；蜂蜜要用温水冲泡，高温会
破坏蜂蜜的营养成分。

——— 玲玲
早晚空腹吃一个苹果对缓解

便秘有帮助，也可用食品料理机把
苹果打成酱。再就是一定要坚持每
天运动，跑步、散步、跳绳、游泳都
行。

——— 林太太
我的方法是每天早上睡醒后，

顺时针及逆时针按摩腹部各 2 0
下，可以帮助胃肠蠕动，对促进排
便很有帮助。如果睡前也做一次的
话，效果会更好。

——— 青 衫
养成按时排便的好习惯，是克

服便秘最好的方法。早上起床后，
无论有无便意，都应当如厕，可配
合按摩一下腹部。饮食上应注意多
食用燕麦、各种杂粮、苹果、梨、绿
色蔬菜、酸奶等食物，避免咖啡、辣
椒等刺激性食物。

——— 张 港
坚持每天用红豆、薏苡仁煮水

喝，一段时间后，不仅便秘无影无
踪，皮肤也会特别通透，而且身材
也会苗条紧致，这是我的“美丽私
房菜”。

——— 萨 偌
我也是便秘体质，稍不注意就

会有麻烦。我备有芦荟胶囊，有需要
时就口服几粒，再就是多喝水。我的
办公桌抽屉里有玫瑰花、决明子、山
楂片、菊花以及小袋装的固体蜂蜜。
可以单独冲泡，也可以搭配在一起
冲泡，对帮助胃肠蠕动，预防便秘很
有帮助。

——— 鸿 雁
每年新鲜荷叶上市时，妈妈都

会买回许多张。洗净后，切成小片
晾晒。干透后装在保鲜盒里。每天
早上，妈妈会泡一壶荷叶、红枣片、
山楂片、枸杞子的水，我和爸爸起
床后，妈妈会在温热的水里加点蜂
蜜。一杯喝下去，肚子里又暖和又
舒服。妈妈说这个水可以帮助排
便，方小姐可以试试哦。

——— 小仙子
秋天气候干燥，人体也会相应

缺水，所以秋天要多喝水，多吃含
水分高及具有滋润功效的食物。我
喜欢用梨、百合、银耳、枸杞、冰糖
煮水喝，既能润燥又能美容，强烈
推荐给方小姐。

——— 肖姗姗
我觉得做一个饮食日志蛮好

的，把每天吃的食物列个清单，并记
录排便情况。一段时间后，就能发现
规律了，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发现，
香蕉和酸奶并不能帮助我缓解便
秘，但是橄榄油蛮有效，所以，我现
在每天都用橄榄油拌个凉菜吃，有
时喝一杯橄榄蜂蜜水，很不错的。

——— 安 然
我姥姥今年 78 岁了，身体很

硬朗，她每天的保养很简单，就是
早上用开水冲个鸡蛋，放点香油和
蜂蜜，她说这个蛋花羹是个宝。老
年人常见的便秘等毛病，姥姥都没
有，我想与她常年喝这个蛋花羹有
关。

——— 小 荷

淑怡小结：便秘对人体的危害
是很大的，因为会导致毒素滞留在
身体里。便秘需要从生活方式上进
行调节，要注意养成规律排便的习
惯，多吃含粗纤维多的食物，多喝
水，保持一定的运动量，再就是心
情要舒畅。

下期话题：

小玫来电说，秋天她的脸便会
干燥起皮，她说自己是个打工妹，没
钱购买高档护肤品，所以想请教下
午茶的朋友们，可有经济有效的方
法帮助她把肌肤调理得水润通透。
欢迎大家参加讨论并提供下午茶话
题。
邮箱：jiashipindao@163 . com
博 客 ： h t t p ： / /
huixinrexian.blog.163.com

让秋季干燥的皮肤

水润通透

我挚爱的朋友

秋季干燥 便秘加重

缓解便秘有良方

主持人：淑怡 邮箱jiashipindao@163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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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力宽

朋友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朋
友不仅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还可
以给我们带来智慧。有这样一位朋
友，它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成长。智
慧、激情、理智在它身上随处可见，
只要我们愿意与它交往，就能不断
地从它身上汲取力量，它就是我最
挚爱的朋友——— 书。

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总喜
欢模仿爸爸的样子，手中拿着笔不
停地在书上画着，口中还在自言自
语：“我在画重点。”虽然拿在手中
的书经常是倒着的，但仍然是兴趣
盎然、乐此不疲。这是我对书最初
的认识。

走入校园后，最初的几年，由
于自己贪玩，对读书始终没有太大
的兴趣，总觉得读书是一件枯燥无
味、令人厌烦的事情。每当我坐在
书桌前，强迫自己读书的时候，总
是很不情愿地盯着它，有时甚至把

它视作可憎的敌人。然而书依然静
静地等候在那里，耐心地期待着我
的觉醒。

爸爸妈妈都是喜欢读书的人，
他们经常给我讲一些关于名人成长
的故事。我渐渐发现，凡是那些对社
会有杰出贡献的人，凡是那些令我
崇拜和敬仰的人，都是从小就热爱
读书的人。从那时起，我便暗暗下定
决心，一定要努力读书，一定要把书
当成自己终生的朋友、最好的朋友，
自己也要成为一个热爱读书的人，
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时光飞逝，如今的我已经 14
岁了。读的书也越来越多。读书的
兴趣已由最初的《鸡皮疙瘩》、《大
宇神秘惊奇》、《哈利·波特》等惊险
刺激的科幻小说，逐步延伸至古今
中外的人物传记以及政治、经济、
历史等多个领域，如《拿破仑传》、
《二次世界大战史》、《话说西方》、
《经济学的故事》、《货币战争》、《环
球杂志》、《万物简史》、《出埃及记》

等等，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读的
书。虽然其中仍有一些内容我尚不
能完全理解，但足可以使我从中体
会到无穷的乐趣，产生无限的遐
想，令我爱不释手。书，这个曾
经被我一度视作可憎的敌人，如
今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我最挚爱
的朋友，成了我每时每刻都离不
开的朋友。

书，如同一杯香浓的热茶，越品
越有滋味；书，如同一位智慧的长
者，向我传授着人生的经验；书，如
同一张精美的地图，引领着我走向
正确的道路；书，更是我挚爱的朋
友，与我朝夕相伴，带给我无限的乐
趣。

人们因书而拥有智慧，人们因
书而走向成功，世界也因有书而更
加精彩。书已成为我最挚爱的朋
友，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也都能把
书当做自己最挚爱的朋友啊！
（作者为青岛天山实验中学 8

年级学生）

湿热天喝鸭汤，既能补充过
度消耗的营养，又可祛除暑热带
来的不适。低热、虚弱、食少、
大便干燥和水肿者喝鸭汤最为有
益。下面介绍几款具有清热、解
毒、祛湿作用的鸭汤，你不妨做
给家人喝。

马蹄水鸭汤
荸荠(马蹄)、水鸭、葱、

姜、料酒、盐少许。
做法：将鸭宰杀去毛及内

脏；马蹄去皮，一切成两半；葱
切段，姜切片；把鸭放入锅内，
放入马蹄、葱、姜、盐、料酒，
加水适量，置武火烧沸，改文火
炖熬至鸭熟即成。此汤具有利尿
消肿、清热解毒的功效。

冬瓜水鸭汤
老冬瓜 1 块(最好是冬瓜蒂

那部分的)，水鸭 1 只，扁豆、
干莲蓬、灯芯草各适量。

做法：冬瓜连皮切成两只普
通麻将大小的方块，其他材料洗
干净；上述材料放到锅里加水，
大火把水烧开后收小火，煲两小
时，加盐，即成。注意：煲的时
候冬瓜不要去皮；吃的时候建议
不要吃冬瓜皮，因为不好吃；扁
豆、干莲蓬、灯芯草、水鸭的骨
头，都不建议吃。

金银花水鸭汤
金银花 25 克、水鸭 1 只、

无花果 2 粒、陈皮片、鲜姜 2
片、盐少许。

做法：金银花洗净，水鸭洗
干净，放入滚水内煮 5 分钟，取
出；陈皮洗干净、泡软；清水煮
沸，加入金银花、水鸭、无花
果、陈皮片、姜煲滚，再改用文
火煲两个半小时，加盐调味。此
汤具有清热解毒之功效。

霞霞/荐

秋喝鸭汤祛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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