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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又名石斛兰，全世界约有 1000 多种。它
·宜家养花攻略·
青翠的叶片，鲜艳夺目的花序，特别可爱；而花枝
又具秉性刚强、祥和可亲的气质，所以有“父亲节
之花”的称呼。石斛种类繁多，花大有香，具有较
孙 静
高的观赏价值，也可做切花，茎可入药，因此同样
适合中老年人种植。
种植石斛的
石斛有丛生假鳞茎，总状花序，大花半垂，色有
土壤可以选用瓦
黄、粉红、白等。虽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但其
粒、
蛭石、
珍珠岩、
生长环境荫蔽凉爽，因此在北方种植也不算难。
蕨根、泥炭藓等，
石斛常用分株和扦插法繁殖。分株可在春夏
用四壁多孔的花
季进行，将生长密集的母株从盆内拖出，不要伤到
盆栽植。花卉入
根部和叶子，把母株轻轻掰开，选用 15 厘米的花盆
夏后生长旺盛，
要
移植。扦插选择生长茁壮的假鳞茎，从根部剪下， 遮光30％~40％，
早晚浇1次水，
喷水2~4次。如果是
再切成小段，插入泥炭苔藓中，保持湿润，过 30~40 秋石斛，
夏末花芽即形成，
可3~4天浇1次水。冬季石
天即可生根。
斛生长停止，
应停止浇水，
改为喷水增湿。

父亲节之花——石斛

春夏季石斛可全日照，温度 20℃以上时防日
灼。秋季是新芽增粗和老茎花芽分化期，要给予
充足的阳光。秋石斛开花时，将花放在窗口光线
较强处，
并喷水保湿。
盆栽石斛，由于植物栽培在优越的基质中，
加之肥水充足，有时会出现植株徒长的情况。若
遇这种情况，可从 10 月中下旬起，逐渐减少浇水
量，控制其营养，限制生长，促进花芽分化，保证来
年孕蕾开花。
转年春季是上盆与换盆的好时机，新芽长出
2~3 厘米时，每周淋施以氮为主的 1：10~1：8 有机稀
液肥。春天也是开花季节，花前可施磷酸二氢钾溶
液，将花放在光照充足，通风良好，不淋雨的地方，
直至初花期停肥。
石斛常有黑斑病和介壳虫，
需注意防治。
（5）

请找出右图中的正五角星

素在两头和两侧，主要在豆角两侧
的荚丝里。有时候我们嫌择豆角麻
烦，直接掰成几段就做着吃了，这是
很不健康的。
除了做之前要仔细择洗，很多
人因豆角中毒还是因为没有做熟。
当豆角处于煮沸５分钟的状态下，
皂
素产生达到最高点，
而之后才逐渐减
弱，
所以豆角的最佳吃法是炖着吃。
如果偏爱吃炒豆角，在炒豆角
时，每锅的豆角量不应超过容器的
一半。用油煸炒后，
加水适量并保持
100℃小火焖上十余分钟，定时用铲
子翻动豆角使其均匀受热，
当你看到
直挺的豆角变蔫，
颜色由鲜绿色变为
暗绿色时，
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如果我们体内已经有了过量的
尿酸或是草酸，有什么办法可以排
出去呢？答案是搭配着吃一些碱性
的食物。实验表明：
在倒入一杯碱水
之后，之前的尿酸沉淀物就被溶解
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搭配着吃碱性
食物，就可以达到溶解体内的尿酸
盐，使尿酸排出体外的目的。馒头、
胡萝卜、西红柿、土豆等都是不错的
碱性食物，
平时还可以吃一些水果，
如苹果、香蕉、梨等等，这些都是碱
性的食物，对排除体内多余的尿酸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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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

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得了一个女儿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
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
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
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
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
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
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
为我用了药，
让我安然“死”
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
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
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
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
身边的护士：
“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
“ 你做了苦工，很重的
苦工。”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
好奇地问我：
“ 你为什么不叫不喊
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
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

说：
“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
奇怪了，
“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
“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
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
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
又昏昏睡去。
钟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我是
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
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
但公交车都不
能到达。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路，
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
知道得了
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
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
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
我已从法兰
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
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
后，
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
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
又看，然后得意地说：
“ 这是我的女
儿，
我喜欢的。”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
辞”告诉她，她很感激。因为我当时
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
容，她又丑又怪。我得知钟书是第
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
累坏了，
嘱他坐汽车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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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谜
本期谜面：像只小船尾巴翘，船
头见水船尾高。不在河里海里走，
世上滋味全尝到。 （打一物件）
上期谜面：藏羚羊（打一字）
谜底：令



7.莲灯的外形制作完
成了，
在中间放上一小节蜡
烛，
就能让思念漂向远方。

什么是老卒搜山杀法呢？它
是指攻击方底线兵（卒）配合其他
子力将死对方的杀法，也称“老卒
搜林”。
如 图 ：1. 马 一 进 二（跃 马 控
将，为后续做好铺垫），将 6 进 1；2.
兵七进一，士 4 进 5；3.相七进九
（控制黑卒不让其过河），卒 7 进
1；4.相三进一，卒 3 进 1；5.帅五退
一（在黑棋无法动弹的时候，巧妙



欢迎参与答题榜

最快答对本期游戏题中
“看图猜成语”的读者，将被
列入下期的“新友榜”
；答对 3
题将名列“智者榜”，热线电
话 27509632。



6.四个边也捏在一起。

利用“等招”逼迫黑方阵形出现漏
洞），士 5 进 4；6.兵七平六（趁机横
卒，开始老兵搜山），士 6 退 5；7.兵
六平五，士 5 退 4（黑方很无奈地
看着老兵横过而无法阻挡，象与
马已是在劫难逃）；8.兵五平四，
士 4 进 5；9.兵四平三，士 5 退 4；
10.兵三平二（消灭黑方防御子力
后，形成马兵必胜双士的经典残
局），士 4 进 5；11.兵二平三，士 5
退 4；12.兵三平四，士 4 进 5；13.兵
四平五，士 5 退 6；14.兵五平四，红
胜定。
老卒搜山杀法，虽以排局为
主，但它的进攻思路不仅体现了
娱乐性，也阐释了战术性手段出
其不意的一面。偏锋制胜并不总
是即兴之作，无界限的学习才能
走出惊人之步。



豆浆豆角不煮熟有毒
很多人爱喝豆浆，早餐配一杯
热气腾腾的豆浆是很多人的习惯。
但对特定人群来说，
豆浆就是一种善
于伪装的“毒药”。生豆浆里含有种
叫皂素的有毒物质，通常在食用 0.5
到 1 小时后发病，
会使人恶心、
呕吐、
腹痛，
严重的会损伤肾功能。
豆浆在真正被煮沸消失毒性前
会有“假沸”现象。当豆浆加热到
80℃时，会出现泡沫，而且随着温度
增高泡沫会越来越多，看上去很像
是已经沸腾了，
其实这个时候豆浆并
没真的烧沸，伤肾的毒素依然存在。
为了把毒素全部消灭，
在煮豆浆时要
先用旺火，当出现泡沫上溢时，再改
用小火，
直到泡沫消失为止。
豆角如果吃对了那是美味佳
肴，但吃错了那就是一盘毒药，因为
豆角里也含有皂素。豆角里的皂毒

看图猜成语

简单的难题

赵梓彤

5.根据前面制作好的

北京电视台《我是大医生
我是大医生》
》栏目组 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对富裕的老夫妇到沙漠旅行遇害，警察断定老夫妻是两周前被杀
的，通过调查得知，最有可能杀害他们的是侄
子，动机是夺取遗产。警察找到侄子，问他两
个星期前在哪里。侄子镇定地说：
“ 我和朋友
去南美洲探险刚回来，你看，这儿还有和野生
大象的合影呢。”
说完，
他果真拿出一张照片。
警察看了一眼照片，立即说：
“你的故事不
太高明，还是跟我回警察局吧！”警察为什么这
么说？

老卒搜山

2.将纸张向两个方向各
对折一次，
折出交叉折痕。

我是大医生：
我是大医生：
医生不说你不懂

照片的秘密

·棋艺演练室·

折痕，
将四个角捏折起来。

莲灯寄思念

4. 将 折 纸 翻 转 ，四 个
角向内折叠。

·3·

。

下周就到中元节了，
中 元 节 是 寄 托 哀 思 的 日 ·靓纸坊·
子，在古代，这一天百姓都
会亲手制作莲花灯，怀念
逝者的同时，也寄托对未
3.根据前面折叠出来
来美好的祝福与祈愿。
的折痕，于四个边的中间
在今天看来，折纸放 部位，都折出对称的 V 型
灯更加符合绿色、低碳的 折痕。
生活理念。所以现在就赶
紧为中元节做准备吧！
1.将颜色素雅的方形
纸折出四方形折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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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答案】
抢婚：
学者潜行了 26.25 公里。
脑筋急转弯
1.小强在打的。 2.茶壶有嘴没舌头。 3.酒精。 4.他撞了冻
豆腐。 5.太监没当爸爸，就当了“公公”
。

高墙深院里的

熊庆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
究员，1893 年生于云南弥勒，1969
年含冤去世。曾留学比利时、英、
法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等国，
1933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国家
科学大腕
博士学位，在数学界极有建树，同时
萨苏 专注于人才教育，主张“科学救国”，
主持创办南京东南大学数学系和清
华大学数学系。
著
熊老在中国数学界的威望之
数学界的泰山北斗
高，确可用泰山北斗形容，这不仅因
萨 爹 的 毛 病 就 是 说 话 不 看 对 为他自己的研究深度，更因为他的
象，讲了半天，我也就听明白了熊老 门中人才辈出。熊庆来以“伯乐”著
是“著名数学家”，至于他研究的是 称，其提携、培养的弟子，成为中国
什么，什么无穷极，那你就是杀了 数理学界的一代脊梁。
我，我也弄不明白。据说研究生还
如果认为萨这样说是夸张，那
有好多对熊老研究的东西头大如 么，熊老有“熊门十大弟子”，看看这
斗呢。我就冒昧地问了一句：
“ 他 些弟子就可判断。哪十大弟子？据
和华老谁更厉害？”数学家里我就 称这只是个表示其多的虚数，类似
知道华罗庚厉害，所以这样问。
“七擒孟获”
，
实际抓了多少次是没准
其实这样问很不科学，
尤其对萨 的。熊老的得意弟子并不仅有十位，
爹这样严谨的人，
十有八九给你打回 大致除了前面提到的严、华以外，还
来——科研成就，
这怎么比谁厉害？ 有钱三强、钱伟长、赵九章、陈省身、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萨爹没有打 彭恒武、
赵忠尧、
杨乐、
张广厚等。
官腔或者玩斗兽棋，而是回答得痛
这些名字我大多知道一点，
当时
快至极，一点都没有犹豫。
感觉就像戏台上十员大将登台分立左
“熊老是华老的老师啊。”
“哦？” 右，
一边是华罗庚、
赵九章、
陈省身、
杨
这次轮到我吃惊了。
乐、
张广厚，
一边是严济慈、
钱三强、
钱
慢慢地，才知道熊老的学生远 伟长、
彭恒武、
赵忠尧，
然后一声报号，
远不止一个华罗庚。
熊老着大元帅服上场，
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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