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每年层出不穷的
流行元素里，条纹似乎有
着打败不了的地位。它受
宠的原因，莫过于简单、
舒服、好搭还有显瘦效
果。无论是条纹衬衫、还
是裤装和裙装，都堪称是
夏季最无需动脑的选择。

最女神条纹裙

相比于极简的纯色
裙，加入条纹元素不仅有
出色的显瘦效果，也能够
增添大气时髦感。半身裙

是每个女孩必备的单品，
简约而不失设计感的条
纹，还能演绎干练精致的
味道。竖条纹最显瘦，又
酷又美，更具未来感的金
属撞色则时髦又有趣。

最热门条纹衬衫

这是条纹里最热门
的单品，得到了最多明星
和博主们的青睐，显年轻
还百搭，是最值得入手的
衬衫单品。条纹设计让你
笼罩一种法式风情的气

质，在干练和时髦中自由
游走。

最高级感条纹裤

谁说裤子总是配角？
任何基本款上衣配上条
纹下装，顿时就从“不出
错”变成“很出彩”。竖条
纹不仅能让你时髦度加
十分，还能帮你瘦10斤。
只要记住两个秘诀：阔腿
+同色系撞色！阔腿裤加
上点睛之笔的条纹设计，
无限延长双腿的视觉长

度，既帅气又能在视觉上
有瘦10斤的效果，为什么
不穿呢？

最简约条纹T恤

T恤是条纹的入门级
单品，好穿好搭不挑人，
每个姑娘衣橱里都必备
一件，无论多跳跃的单品
都能和百搭的条纹T恤成
为好伙伴。随便搭条牛仔
裤就很好看啦！如果上半
身肉肉比较多的姑娘，可
以选择宽松款。文/池倩倩

安心小薯条
小朋友们都喜欢吃薯条，外买的薯条不知是用什么油

炸的，总让人不放心！今天小编教你用马铃薯做美味薯条！
花钱少，吃起来也安心。

我们需要的原料很简单，就是马铃薯和盐。
1.首先，将马铃薯洗干净去皮、切条。
2.将切好的薯条用水洗一下（去掉淀粉），捞出备用。
3.接着就是影响薯条脆不脆的关键了。在锅中放适量

水，水开后加少许盐，如果你口味很淡，也可以不加盐。薯
条煮个2~3分钟就可以，约7~8分熟就得捞出来，免得煮过
头就没办法下锅炸了。

4.接着将煮好的薯条整齐排放在盘子里，最好只排一
层，多用几个盘子，这样薯条才不会黏在一起。

5.晾凉后，将薯条放入冰箱冷冻。
6.煮过的薯条没有太多水分，放入锅里炸的时候不会

喷油也不会吸入太多的油，而且由于已经煮过，薯条只需
炸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用担心摄入太多的油脂，也不用
担心炸出的薯条软趴趴了！ 文/菲 菲

要想养好花，就要摸
清每一种花卉对水分的
要求、习性。浇水看似简
单，其实大有学问。下面
几个问题是养花过程中
经常遇到的。

怎样摸清花卉喜湿
喜干？

一般来说，绿叶植物
浇水周期相对较短，多肉
植物则较为耐旱。对于仙
人球、鸾凤玉、白牡丹、芦
荟等多肉植物，半个月浇
水一次足矣，浇水要浇
透。不过也有例外，比如
鹿角海棠，虽是多肉植
物，但一缺水叶片就会皱
皱巴巴，失去光泽。因此

浇水周期可以比其他多
肉植物稍短一些。对于绿
叶植物，如果不知道它的
习性，可以先按每周一次
的频率来浇水。这个浇水
周期对于许多绿叶植物
都是安全的。不过，在养
护过程中，应注意观察它
的变化。如果三四天叶片
就因缺水而萎蔫，说明此
花喜水，应缩短浇水周
期。如果一周过去盆土还
未全干，花卉也未出现问
题，则可适当延长浇水周
期，直到摸清此花对水分
的要求为止。有些特别喜
水的花卉，比如铜钱草，
土培的话，稍一缺水叶子

就会倒伏，
因此应遵循
宁湿勿干的
原则，最好
半水半土养
殖。

旱蔫和水涝怎么处
置？

如果盆土过干导致
叶片下垂萎缩，不可立即
浇透水，应先把花移到半
阴处，少浇点水，并向叶
面喷水，等叶子舒展后再
浇透水。

浇水过勤、盆土积
水、根系呼吸不畅，也会
导致花卉萎蔫。此时，可
将花卉从盆中取出，放在

阴凉通风处晾干水分，并
向叶面喷少量水，等植株
恢复后，再重新上盆。

什么时间浇水最好？
浇水时间以早晚为

宜，尽量避免中午浇水，尤
其是夏天的中午。水温与
室温相当即可。文/李 元

生活达人英雄帖
《汇生活》广招天下英雄啦！

如果你是旧物利用的能手，如果你是手工创作达人，

如果你在家居布置方面有妙招，如果你是过日子的一把好

手……不妨与我们联系，来《汇生活》上秀一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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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完半年多了，总
觉得屋里有味儿，找到专
业的检测机构一看，果然，
很多点位的环保指数都严
重超标。”最近，李先生向
记者说出了他的苦恼，“不
知道是不是和高温天气有
关，甲醛、TVOC（总挥发
性有机物）等有害气体释
放量全都不符合标准，真
不敢想象，就这样住进来
会有什么后果。”

的确，三伏天气即将
到来，“高温潮湿天气加速
有害气体释放”的说法再
次在消费者和家装品牌之
间涌现。这样的说辞是否
能成为家装环保不达标的
理由？究竟有哪些因素在
影响着室内的空气质量？
消费者该如何避开那些可
能有风险的雷？近日，小编
提前帮你做好功课，看看
那些环保指数背后的内
容。

高温天气有害气体释

放加速

“夏季高温确实会加快
室内污染气体的释放速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家装企业
和家具品牌有理由环保不
达标。”在一位业内资深人
士看来，事实上，目前家装
过程中能够造成污染的环
节并不算多，即使是在高温
状态下，室内污染气体的释
放量也不应超过相应标准。

显然，家装公司和定制
家具品牌将“高温”作为居
家污染的罪魁祸首，未免有
推责之嫌。“需要消费者注
意的是，如果家里出现了有
害气体释放超标的问题，需
要及时界定清楚究竟是哪
部分环节出现了问题。”业
内人士表示，“通常来说，一
般正规的家装公司在用材
上都会有更为严格的标准，
如果消费者需要自行购买

主材，也要从正规厂家选购。
尤其是在挑选板式家具的
过程中，要格外注意环保品
质，以及板材的累计用量。”

有害气体释放量不等

同于含量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消
费者觉得，如果夏季高温会
加速有害气体的释放，是不
是就意味着有害气体会更
快地释放完，从而加快入住
的时间？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
高温确实能够加速家居环
境中有害气体的释放，但这
并不意味着可以加快消费
者入住的时间。消费者需要
明白一个概念，家装和家具
有害气体的释放量并不等
同于其有害气体的含量。释
放量实际是人为不可控的，
气温升高、环境潮湿都有可
能使释放量变大，但有害气

体的含量其实是人为可控
的。因而从源头上来说，消费
者还是应该尽量选择有害
物质含量最少的。如果产品
本身有害物质含量就高，即
使是加速释放，未来也仍旧
很难保证空间环境的健康。

同时，家里的空气到底
环不环保，并不是能够根据
消费者的感官来判断的。有
时候味道散了几个月，都未
必能达到环保健康的要求。
更不要因为“加速释放”就

“加速入住”。

从源头控制有害气体

的释放

尽量在施工前期就与
设计师沟通好各个环节需
要的用料及环保性，同时注
意在同一个空间里所有材
料的累计用量。对于准备装
修的消费者，业内人士提
示，各种胶黏剂、墙面固化

材料、强化类及实木复合类
地板、实木复合门、橱柜柜
体、板式衣柜等都是容易出
现环保问题的环节，消费者
应该格外注意，并在施工和
安装前选定好相应的环保
板材。

另外，目前一些消费者
也会通过环保预评估的方
式来控制居家环境的环保
性，即在施工前请专业的监
测机构针对家里的不同空
间进行分析，对每个空间需
要达到的环保指数提供明
确数据，并要求各个装修环
节在对应的数值范围内进
行施工。

当消费者对于装修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好
把控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从
源头上进行预估和判断。依
托更加清晰的标准指导设
计，从装修开始就融入环保
治理，往往比后期再去解决
问题更加方便。

自然通风必不可少

当然，装修过后开窗通
风是必需的，有业内人士建
议，在一般情况下，装修过
后开窗通风7~15天，同时搭
配一些具有环保功能的绿
植以及空气净化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有很
多家居产品能够做到相应
的环保要求，但这并不意
味着消费者可以“随心所
欲”。最终居住环境的空气
质量是由装修和后期添置
家具配饰等共同造成的，
单一的某件家具或某个环
节的环保检测报告都不能
代表最终结果，只有在入
住前全部家居产品到位
后，空间内的检测报告才
具有参考价值。另外，在家
中有孕妇、老人、小孩儿等
特殊群体的情况下，应该
对室内环境的标准要求更
为苛刻。 文/仵文悦

哪些因素影响室内空气质量？

条纹入侵衣橱 既经典又惊艳

养花浇水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