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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肉富含优质蛋白质， 脂肪含量低，
很多人都喜欢吃。 剖鱼时经常会要刮鱼
鳞， 在这里教大家几个刮鱼鳞不飞溅不脏
手的小妙招， 非常方便实用。

萝卜头 把家里的白萝卜头部或者尾
部， 切下来 4 厘米。 用切下来的萝卜头，
逆着鱼身， 从鱼尾往鱼头推， 鱼鳞会自然
脱落， 比菜刀好用。

塑料袋 + 铁勺 将鱼放在准备好的
塑料袋中， 拿刀背或擀面杖轻轻拍打鱼的
身体， 这样鱼鳞会变得松动。 拍打完后取
出鱼， 用勺子轻轻一刮， 鱼鳞会掉下， 用
水一冲就干净了。 同时， 刮掉的鱼鳞也留
在了塑料袋中， 省时省力。

白醋 白醋既能去掉鱼鳞， 还能去腥
味。 可在鱼身上抹一点白醋， 软化鱼鳞，
放置 3 分钟后， 再用勺子或者刀一刮， 鱼
鳞就能轻松刮下来。

朱广凯

去核桃仁皮 把核桃
仁放在开水中烫 3～5 分
钟， 只要用手轻轻一捻 ，
皮即刻脱落。

去板栗皮 先用刀将
板栗的外壳剖开剥除， 然
后把板栗放在沸水中煮 3～
5 分钟， 捞出后再放入冷
水中 3～5 分钟， 用手指甲
就能剥去其皮。

去莲子皮 干莲子在
食用前， 先将莲子浸入水
中， 2～3 小时后捞出， 再
加上适量的碱粉， 倒入沸
水。 待水温稍低后， 用双
手反复揉搓莲子， 此时皮
即可脱去。

剥黄豆皮 磨制豆浆
时， 最好将黄豆皮剥去 。
早上先将干黄豆放入容器

中， 适当多加一点开水盖
好， 到晚上即可用手剥去
黄豆皮。

剥橙子皮 将橙子洗
净， 置于桌面， 用手掌旋
揉果体， 或将橙子置于两
掌之中旋转揉搓， 力度适
中， 估计果表皮都揉到了
即可剥皮。 揉后的橙子剥
起皮来就毫不费劲了。

杨吉生

苹果有 “水果之王” 的美誉， 营
养价值在各类水果中名列前茅。 那么
我们该如何选购香甜苹果呢？ 不妨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看颜色 苹果的颜色并不是越红
就越好， 有些苹果颜色看起来红， 但
实际水分少， 吃起来不够清脆。 挑选
时要选黄里透红、 带一丝丝红色的，
这样的苹果一般很甜， 水分充足， 口
感也会更好。

看条纹 正常成熟的苹果， 它们
表面的线条是从顶端向下垂直分散，
呈条状， 这种红色条纹越多， 苹果就
越甜； 如果苹果上红色的线条是从某
一侧向外扩散， 像裂纹一样， 口感就
会较差。

看表面 首先看果皮， 果皮有小
点的比较好吃； 其次看苹果的蒂， 如果
蒂是浅绿色的， 说明这是刚摘下来没多
久的新鲜苹果。 反之， 苹果蒂越枯黄或
者颜色越深， 就说明摘下来已经有一段
时间了。 最后， 选苹果要看肚脐， 苹果
的肚脐比较深， 闻之有苹果的清香气
味则通常比较甜。

掂重量 可以把苹果放在手里掂
一下重量， 如果感觉轻飘飘的不要
买， 这样的苹果水分少， 选购相比而
言沉甸甸的苹果， 水分多更好吃。

钱琦

如何选购香甜苹果？

使用共享按摩椅
谨防舒适背后的风险
8 月 2 日， 长春市金宇大街附近小区有一女童脚卡入共享按摩

椅， 消防救援人员经过 40 分钟的紧急拆解， 才把孩子的脚从缝隙
中取出。 大多数按摩椅都是根据成年人进行设计， 孩子不适合使
用， 那大人使用就真的没有危险了吗？ 事实上， 在 7 月 20 日， 苏
州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某小区的范女士在使用按摩椅时， 左腿也不
小心卡在了按摩椅下半段的缝隙中， 无法拔出。

轻松刮鱼鳞
去食物皮妙招

如今， 按摩椅的使用已经非
常普遍， 家里要是有一台， 就能
随时随地就能缓解疲劳。 不光家
中， 现在车站、 超市、 电影院里
也总能见到 “扫码支付” 的按摩
椅 ， 椅上的人可以说非常享受 ，
但它潜在的风险容易被大家忽视。

使用按摩椅注意事项
使用按摩椅前， 一定要掀开

靠垫检查按摩轮可行走部分的面
料是否破损， 在面料破损的情况
下使用按摩椅 ， 有受伤的危险 ；
其次， 要检查是否有暂停键， 一
旦发生机器故障， 及时按下暂停
键是非常关键的。 使用时应摘掉
手表、 发饰等硬物， 以免被划伤。
勿在饭后立即使用， 以免造成不
适； 勿在饮酒后使用， 以免造成
事故或损伤。 使用中感到身体异
常， 请立即停止使用； 按摩途中
若想离开座位， 必须先停止按摩
椅运作， 再离开座位。 起放椅背
时或在腿部抬起状态下， 请勿强
行坐下或起身， 否则可能引发事
故或造成伤害。

共享按摩椅存在卫生问题
共享按摩椅通常投放在机场、

高铁站 、 电影院 、 健身
房 、 美容院 、 商场 、 超
市、 车站、 会所等人流量
集中的地方 ， 逛街累了 ，
或是旅途困乏， 都可以躺
上去放松一下。 平均每台
按摩椅上有超过 10 人
就坐， 但按摩椅的
卫生消毒并不会时
时有工作人员跟上 ， 这
样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裸露肌肤
时， 更可能会感染皮肤病等。 建
议在使用前进行消毒处理。

哪些人不适合坐按摩椅？
共享按摩椅是以放松的角度

设置的， 并不是从医疗和治病的
角度。 卖场中按摩椅的模式选择
有运动恢复、 舒展活络、 休息促
眠、 工作减压等， 对大部分人来
说， 放松身心躺好， 等候十几秒，
按摩椅启动， 即能享受愉悦的感
觉。 放松颈椎、 腰、 背的按摩都
是没有问题的。 但特殊人群， 如
孕妇 、 未成年人以及有高血压 、
心脏病、 骨折未稳定期、 骨质疏
松、 颈椎和腰椎疾病、 发热、 静
脉血栓、 皮肤有破损和感染、 恶

性肿瘤的患者不适合坐按摩椅。
按摩椅的机械按摩与人工按

摩不同 ， 按摩椅虽有几个触点 ，
但不能选穴、 点穴和进行类似人
工推拿的动作， 因此， 按摩椅只
能消除疲劳、 减轻不适， 起到放
松作用， 不会有治疗作用。 而且
它的力道不易控制 ， 力道小时 ，
作用不大， 力道大时则会使肌肉
疼痛。

生活中， 所有的疼痛都是有
原因的， 建议有疼痛情况者到医
院及时检查确诊， 排除器质性问
题。 依赖按摩椅来解决疼痛及其
他医疗问题， 是不可取的。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康复医学科
副教授 周莉

在装灯具时 ， 最好装上分控开
关， 可以随时根据需要选择开几盏
灯， 便于调节房间的明暗程度， 提高
居住的舒适感。 如果房屋进门处有过
道， 在过道的末端最好也装一个开
关， 这样进门后就能直接关掉电源，
而不需要再走回门口关灯。

照明系统设置成可调节的 ， 当
感觉灯光暗淡或者刺眼的时候， 可
以调整 ， 会感觉更舒服 、 更自在 。
灯光的色温应该与居室的气氛一致，
至少与居室其他区域的色温相似 。
可以在最上层的地方安装灯具， 减
少工作时候的阴影。 不要只在房间中
央安装单独的一个照明光源， 为了照
明更完善， 应该安装一个由不同的灯
具和光源组成的多层次照明系统。

安装地点也很重要 。 直线形的
白炽灯或者是荧光灯应该安装在朝
向橱柜的前面部分。 这样， 灯发出
的部分光会射向后挡板， 然后反射
到操作台上， 再射向整个空间的中
心。 如果空间够高， 可以在天花板
上安装透明或半透明的吊灯作为光
源， 不仅可以提供绝佳的照明， 还是
很好的装饰物品。

灯具安装， 最重要的就是要牢固，
保证住户安全， 可以用手拉一下， 看
看是否牢固。 灯具底盖应该紧贴顶棚，
不能晃动。 如果是吊灯， 会有电线从
顶上延长到灯头部位， 要注意这根电
线不能是绷紧的， 应该是松松缠着拉
杆走下去的， 不然长期绷紧的电线很
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同时， 要仔细检
查， 不能有裸露在外面的电线。

陆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