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虾蒸蛋
食材：鸡蛋、鲜虾、香

葱、酱油、香油
做法：

1.将鸡蛋打入容器中，
去除虾子的肠泥。

2.鸡蛋打散后加入一杯
温水（30度左右），或者是
鸡汤，水和蛋的比例约为
2：1。然后朝一个方向搅拌
均匀。

3.蒸之前，先在容器的
内壁上薄薄的抹上一层香
油，这样吃完蒸蛋的碗会
比较容易清洗。

4.最后把蛋液倒入容器
里，8分满就可以了。

5.蒸的时候一定要水开
了、冒热气以后，倒进一点
凉水迅速把蛋液放入蒸锅
隔水蒸。

6.盖上盖子先大火，开
锅后再转小火，大概 一二
分钟后就可以转小火了。

7.如果怕时间不好掌握，
可以用牙签戳一下，判断
里面的蛋液是不是已经熟
了。

8.等到蛋液约七八分熟
时，就可加入虾子进去一起
蒸。

9.蒸好后取出一定要趁
热加调味料。

10.放上葱花、滴入香
油、酱油就可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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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提醒助你平安到家
1.过安检行李务必看好

出门在外拿好自己的
行李很重要。如何避免错
拿，民警给出了提示：一个
是提前到达火车站，给自己
留出充裕的时间，不至于匆
匆忙忙。第二个在双肩背包
上，做一些标志。第三个在
自己的背包里面，夹一个小
名片，写上自己的名片、电
话，一旦丢失能和你取得及
时联系。再有就是出现问题
之后，现场一定要及时尽快
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2.忘带身份证可补办临

时身份证明

乘坐火车出行时，有
些旅客因一时着急而忘记
携带身份证。遇到这种情
况时也不用着急，车站的
应急便民服务就可以帮您
解决问题。临时制证窗口
在全国各大火车站的购票
窗口旁，你只需提供1张1

寸照片便可完成临时身份
证的快速制作。需要注意
的是这张临时身份证明只
限于乘坐当日火车有效，
如果你第二天来乘车还需
要重新办理。

3.自驾返乡这些东西要

带好

随着我国公路建设不
断加快，自驾出行人数近几
年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
今年春运期间还将落实春
节假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政策，除夕到初六免费通
行。开车回家前，记得带齐
文本证件，包括身份证、驾
驶证、车辆行驶证、车辆保
险单、各种人身保险单/卡
（意外险、医疗险等）。重要
证件要贴身携带保管。如果
是选择拼车回家，拼车者最
好是熟人。车主和同车人应
分别将了解到的对方信息
发送给至少一名亲友，以备
出现问题后联系使用。

4.这些年货不能带上飞

机

航空公司提醒旅客注
意，有三类物品是旅客经
常随身携带，但却被明令
禁止上飞机的：液体类，不
仅包括酒、饮料、牛奶、旅
客自带的茶水，还有冬天
用来取暖的以液态物品作
为填充物的小型暖手袋，
以及用冰水作为保鲜剂的
水果等。利器类，有登山
杖、玻璃刀、带有金属餐具
的礼品盒等。此外，剃须
刀、美工刀、女士用来修眉
的专用修眉刀片、作为装
饰摆件的工艺刀和手术刀
等也属于利器。

其他可能有危害性的
物品，如打火机、玩具枪和
仿真枪、空弹壳制作的工
艺品和有强烈刺激性的胡
椒粉、辣椒粉等。酱货类食
品。腌制的酱菜、肉酱、辣
椒酱等酱货类食品，只能
托运，所以旅客要提前将

酱菜打包严实，放入托运
的行李箱中。海鲜类食品。
出行前可以先用饮料瓶注
水急冻成冰块，放入盛有
海鲜的泡沫箱内，再进行
打包托运。旅客也可以选
择将海鲜制熟，包装完好
后放入包装箱内，并确保
运输途中不外流汤汁，这
样旅客就可以随身携带
了。饮料、酒类食品。酒精
饮料只能作为托运行李运
输，必须满足标识全面清
晰且置于零售包装内，每
个容器容积不得超过5L；
酒精的体积百分含量小于
或等于24%时，托运数量不
受限制；酒精的体积百分
含量大于24%、小于或等于
70%时，每位旅客托运数量
不超过5L等3个条件。

5.旅行过年建议错峰出

行

一线城市出行的机票
不好买，部分二三线城市

运力相对充足，春运期间，
越来越多的旅客选择错峰
或中转出行。

民航出行数据研究中
心的大数据显示，春运高
峰期，往来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等热门城市的机
票比较紧张，但其周边机
场的机票相对充足，而且
价格相对较低。中转不仅
可以顺利回家，而且中转
航线的平均价格普遍低于
直飞航线。如北京中转西
安飞往拉萨的航线，平均
价格比直飞机票平均价格
节省达65%。此外，从当前
的机票价格趋势看，除夕
前，热门航线的机票折扣
较少，但除夕过后，机票价
格多在半价左右，旅行过
年可以选择错峰出行。

6.春运途中如何防骗？

骗子套路多，在春运
的路上该如何防范呢？简
单概括就是：不听、不信、

不转账汇款；不将个人的
车票、银行卡、身份证等信
息泄露给别人；陌生网络
链接不点击；黑车黑旅馆
不坐不住；出门财不外露，
不携带大量现金；不食用
陌生人给的食物和水等。

一些地方要格外谨
慎！如车站安检口、休息
室、厕所等地，这些地方行
李容易错拿漏拿，小偷也
经常在此下手。

一些时间节点也要注
意！如列车在途经站点停
留时，上下车人较多，行李
容易错拿或被盗。打水、洗
漱、上厕所离开座位时，贵
重物品最好随身携带，以
免这些时间段行李被“下
手”。

远离太“热心”的人！
这些人往往先唠家常，套
出你个人信息或取得你信
任后行骗或盗窃；或者主
动要求帮你拿行李、看行
李，获取你信任后伺机行
窃。 （据《工人日报》）

●厨房篇

油烟机：白醋+洗洁精

拆下叶轮泡，然后浸泡
在有白醋和洗洁精的液体
中20分钟左右，然后用抹布
擦拭清洗，再擦油烟机的表
面，可以去污保光洁。

水槽：醋+小苏打

把开水倒入水槽出水
口，然后在水槽里倒上一小
碗苏打粉，并浇上小半碗食
醋，等4~5分钟，再向出水口
不停倒入开水冲刷即可。

灶台：啤酒+可乐

准备一个小喷壶，往
里面倒入一半啤酒，再倒
入可乐，可乐和啤酒的比
例是1:1，摇晃均匀后直接
喷在灶台上，擦拭干净。

冰箱：冰箱里的异味
可以借助小苏打，将海绵
在苏打水里泡一下再放到
冰箱里，道理和放卫生纸
和柚子皮是一样的。

除霜：先切断电源，然
后用吹风机或电吹风对准
冷冻室开到最大档位，等
一会儿冰霜就会融化。

●卫生间篇

水龙头：柠檬

用半个柠檬轻轻在水
龙头上来回涂抹，立马除
去水龙头上的水渍。

水池&浴缸：白醋+洗

衣液

将白醋和洗衣液充分
混合在一起，然后喷在要
清理的水池、浴池壁上，污
渍就能自己脱落。

下水道：吸管

用剪刀在吸管壁两
侧，交错剪出一些小口，然
后插到排水口里来回捅几
下，就可以带出很多头发
和杂物了。

马桶：可乐或小苏打

将小苏打撒到马桶里，
过会儿再刷马桶，不仅干净
还能除异味。另外也可以用
可乐，将可乐沿马桶边缘倒
入，让可乐在马桶里浸泡一
晚，可乐中的酸性会分解马
桶内的污渍。

淋浴头：白醋+保鲜膜

+橡皮筋

往袋子里灌入白醋，
套在淋浴头上，用橡皮筋
固定住，一小时后取下塑
料袋即清理了淋浴头，还
能杀毒消菌。

●客厅篇

沙发：小棍子+酒精

首先把酒精倒进喷瓶
里，喷在抹布上。75％浓度
的酒精可以直接接触皮肤，
浓度刚刚好用来消毒杀菌，
一般药店里就能买到。均匀
喷湿抹布后，将抹布平铺在
沙发上，用棍子不停敲打抹
布就可以。敲打一会儿后，

把抹布翻过来，原本干净的
抹布上全是灰尘另外像沙
发缝隙这些没办法擦到的
地方，可以戴上棉手套，在
手套上喷一些浓度为75％
的酒精。把手伸进缝隙里，
来回转动即可。

地板：茶叶水和蜡笔

涂料

茶叶水（增加光泽）：
在水桶中放入茶包，然后
倒入开水浸泡5分钟，将拖
把在茶水中浸湿拧干，随
后拖地即可，地板干后光
泽度会大大地提升。

蜡笔涂料：地板如果
有划痕，可以在网上买和
自家地板色号差不多的涂
料，然后用无痕布将涂料
在划痕处抹匀。

如果是较深的划痕，
可用蜡笔式的涂料。先用
吹风机加热涂料，然后把
软掉的涂料塞进划痕，最
后再用抹布抹匀。

窗帘：吸尘器

窗帘上吸附了大量灰
尘，用吸尘器就能轻松除尘，
不用拆卸就能清洁窗帘，每
周都可以清洁一次。如果家
里有蒸汽吸尘器，那就更好
了，先用普通模式、吸尘模
式吸走灰尘，再调成蒸汽模
式重新清洁一遍，窗帘就变
得一尘不染。 文/小 柯

NO.4 哪来的鱼？
剔尖在内蒙古称为剔鱼子，是发源于山西，流行于山

西、内蒙古、陕西、河北等地的一种传统面食。剔鱼子的制
作方便快捷，利用特制拨板、筷子把碗中和好的面直接剔
到锅中。面条两端细长，中间宽厚，白细光滑，外形像一条
小鱼，因此得名剔鱼子。剔鱼子和老汤脊骨是绝配，脊骨售
出后，留下的老汤浇在剔鱼子上，香浓可口的老汤配上香
滑劲道的剔鱼子，令人回味无穷！ （绘图/贺 军）

新年怎样大扫除？ ◎◎主妇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