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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 4月 26 日讯
（记者 王洪旭）上周，阵阵春雷
带来了暴雨，也带来了冰雹，我
省部分地区还遭受了灾害，也有
更多的人被暴雨困在半路或淋
个全身湿透。据省气象台预报，
本周我省天气有所好转，以多云
和多云间晴天气为主，但是局地
午后还有雷阵雨，最高气温达
35℃。这午后的雷阵雨，也是防
不胜防，早上出门天气晴好，午
后突然就是雷阵雨，所以市民出
门最好带上雨具，并做好防备工
作。

据省气象台预报，26日夜
间到 27日白天：我省北部、中

部、东部，最高气温32℃；西部，
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高
气温33℃；南部，多云，局地有
小阵雨，最高气温33℃。

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我
省北部、中部、西部，多云间晴，
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
34℃；东部、南部，多云间晴，最
高气温34℃。28日夜间到29
日白天：我省北部、中部、西部，
多云间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最高气温35℃；东部、南部，多
云间晴，最高气温34℃。29日
夜间到5月3日白天，全省多云
间晴，其中西北部局地午后有雷
阵雨，气温较高。

午后一场雨，不仅可以降温

降暑，空气也清新多了。对于农
民伯伯来说，雷雨降落，更像是
给庄稼浇了肥料水。“雷雨发庄
稼”的谚语也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我们所了解的雷电更
多的是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带来灾害，我们需要及时防范，
另外雷电对农作物有着“看不
见”的功绩。它的功绩就是制造
氮肥，据气象专家介绍，雷电过
程离不了闪电，闪电的温度是极
高的，一般在三万度以上，是太
阳表面温度的五倍！闪电还造
成高电压。在高温高电压条件
下，空气分子会发生电离，等它
们重新结合时，其中的氮和氧就
会化合为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分

子，并溶解在雨水中降落地面，
成为天然氮肥。

雷雨还促进生物生长，雷电
在发生时，地面和天空间电场强
度可达到每厘米万伏以上。受
这样强大的电位差的影响，植物
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增强。
雷雨后一至二天内植物生长和
新陈代谢特别旺盛。据有人试
验，用闪电刺激作物，玉米抽穗提
早了七天；而白菜增产了百分之
十五至百分之二十。不仅如此，
如果作物生长期能遇上五至六
场雷雨，其成熟期也将提前一星
期左右。由此看来，要是在雷雨
季节之前，就已经种下庄稼的农
民伯伯，那就有丰收的可能了。

被子、皮衣等，收藏也要讲究
方法，否则会影响来年的使用。

化纤被可存放在干燥通风处，
避免重压，1-2个月翻晒一下，保
持蓬松即可。蚕丝被在存放前一
定要晾晒风干，不可存放在潮湿闷
热的环境或放入胶袋中，否则蚕丝
一旦受潮会产生异味并失去保暖
性和透气性。另外，在收藏时要避
免在被子上叠压重物，否则其会变
薄变硬。大家都怕羊毛被有虫蛀
的风险，其实只要把它存放在干燥
通风处即可。羊毛填充料大都经
过防蛀防霉处理，所以无需使用防
虫剂，但切忌存放时重压。至于羽
绒被不可重压及多层折叠，否则会
降低其弹性和保暖性。收藏时放
在通风干燥的环境下，防止其受
潮。另外，不可密封保存羽绒被，
但可以使用防虫剂。

冬季大家喜欢铺的厚重羊毛

毛毯在收纳时，应将毛毯清洁干净
并晾干。卷起并撒上一些除虫剂，
用塑料袋封好，存放至阴凉通风干
燥处，以免发生虫害或被晒褪色等
情况。

厚重的衣服也需要仔细收
藏。不穿的皮衣应送洗衣店清洗
后再进行收藏。皮衣出现褶皱时，
建议到专业洗衣店进行熨烫整
理。而且皮衣不要放在塑料袋内，
如果从洗衣店取回时上面有罩袋，
要将罩袋取下，放在透气的布袋或
干燥的衣柜内。而贵重的裘皮最
容易发生虫蛀，保存时一定要防虫
蛀；不穿时要用衣架把裘皮挂起
来，将裘皮翻过来在阴凉通风处挂
晒，忌在阳光下暴晒和叠压存放；
收藏时同皮衣一样，要放在透气的
布袋或干燥的衣柜内。羊毛衣物
是冬季最常穿戴的产品，其主要成
分是蛋白质，且使用中容易沾上食

物污渍、身体油脂，都会招来蛀虫，
在存储前首要的是确保羊毛衣物
的清洁，然后再放进储物箱中。其
次，选择防蛀片等防蛀产品确保羊
毛制品不被蛀虫侵害。 （马希）

咖啡“好搭档”：
美式巧克力大曲奇

美式巧克力大曲奇，就是咖啡
的好伴侣。在国内的一些美式咖
啡店或快餐厅，经常能看到它的身
影。这款曲奇用了两种配方，制作
软硬两种口感，满足大家不同的口
感需求。两种配方的制作方法都
一样，只是在添加辅料的时候放不
一样的材料而已。

【难易度】★☆☆☆☆
【烘焙参数】170℃，18分钟。
【材料】低筋面粉125克，无盐

黄油 85克，红糖粉 60克，鸡蛋 1
个，肉桂粉1/4茶匙，盐1/4茶匙，
高温巧克力豆50克，蔓越莓干50
克。另外，硬曲奇需添加1/4茶匙
小苏打；软曲奇需添加1/2茶匙无
铝泡打粉。

【做法】
1、准备好所需的材料。
2、在室温下放软的黄油中倒

入过筛的红糖粉。如果是做硬曲
奇，可以用1/3的砂糖换掉等量红
糖粉，口感更酥脆；软曲奇则全部
使用红糖粉。

3、黄油打发，分三次倒入鸡蛋
液，打至轻盈蓬松，约需2分钟。

4、筛入低筋面粉、盐、肉桂粉、
小苏打（如果是制作软式曲奇，需
把小苏打换成无铝泡打粉）。

5、混合均匀。
6、之后倒入巧克力豆和蔓越

莓干。
7、拌匀后，曲奇面团就做好

了。
8、均分成4-5份，搓圆放入垫

了高温布的烤盘中，用手压平。
9、放入已170℃预热好的烤箱

中层，上下管同温烘焙15-18分钟
即可出炉。

★小贴士
1、想要曲奇脆一些，就压薄一

点；反之压厚一些，曲奇就会松软。
2、配方中的蔓越莓干可以换

成葡萄干或坚果类，也可以不放。
3、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在配方

中添加少许果泥、麦片、芝士或淡
奶油等，会得到意想不到的风味。

4、选购泡打粉时，一定要选择
无铝双效的，这才是健康之选。而
含铝的泡打粉容易造成老年性痴
呆、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等，对人
体有害。也正是这个原因，很多做
烘焙的朋友谈泡打粉色变，不愿意
添加。泡打粉在烘焙中用途非常广
泛，是松饼和麦芬蛋糕等糕点的必
备添加物，只要选择无铝的就健康
无忧，无需抵制它。 （Fendy）

高温天谨防被“ ”倒雷雷

食DIY美

眼下温度越来越高，家里又要进行一次换季大扫除了，厚棉
被、羽绒服都要被请进柜子里。但是，面对有限的储物空间不少
主妇犯了难。而不少物品收纳的不得当还将影响再次使用。本
期我们就为大家全面支招，让换季收纳变得轻松。

对于本就不大的居住空间，衣柜、鞋
柜更要仔细利用。首先，空间可以纵向
发展。别以为家里摆上柜子就已经满
了，柜子上面还可以充分使用。储物盒、
压缩袋等平时用不着的物品尽可以放在
这里。

一般家庭最常用的储物工具就是衣
柜，可是衣柜越来越大，但始终不能把衣
物都收藏进去。要想物尽其用，对其内
部空间进行合理分割是十分必要的。普
通衣柜的内部结构都比较简单，并不能
完全满足需求。因此可以使用一些挂衣
杆、拉篮、储物盒、储物筐、储物袋来分别
放置不同的衣物。然后根据不同物品的
利用率，给衣柜空间排个序。上层空间
放置过季的被子、衣物。中层利用率最
高，可放置挂衣钩放外衣。下层的上部
设一个抽屉，存放内衣、围巾、皮带等零
碎物件；接下来放一个挂衣杆或者是裤
架，用来挂裙子、裤子；最下层可用拉篮
等收纳可以叠起来的衣物。

如果家中有孩子，还需为他们单独
开辟储物空间。可以在孩子方便伸手拿
的位置放挂衣钩、储物筐、储物盒等收纳
配件。而储物盒等可以兼顾趣味性，激
发孩子的收纳兴趣。

储物空间
分隔要合理1

分类收纳
方法要得当2

横向：1、李自成；2、加利
福尼亚；3、思念谁；4、国际米
兰；5、头寸；6、帕萨雷拉；7、
草圣；8、阿基米德；9、千山暮
雪；10、宫锁心玉；11、之所
以；12、囊空如洗；13、轩辕。

纵向：一、孟加拉国；二、阿
房宫；三、锁麟囊；四、托福；
五、兰帕德；六、李亚鹏；七、笔
洗；八、培雷火山；九、成思危；
十、暮光之城；十一、谁言寸草
心；十二、安以轩。

《填字游戏》答案

横向：
1、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被

称为“闯王”；2、美国西部太平
洋沿岸的一个州，州府是萨克拉
门托；3、巫启贤演唱的歌曲；
4、意大利的一个足球俱乐部；
5、金融行业常用到的一个词，指
市场上货币流通数量；6、阿根廷
前著名足球运动员，退役后成为
主教练；7、世人对唐代书法家张
旭的美称；8、古希腊著名数学
家、工程师及物理学家；9、刘恺
威、颖儿、温峥嵘等主演的电视
连续剧；10、杨幂、冯绍峰主演
的电视连续剧；11、常用的关联
词，通常与“是因为”连用；
12、成语，形容口袋里一分钱也
没有；13、传说中黄帝的别称。

纵向：
一、南亚的一个国家，东南

山区一小部分与缅甸为邻，东、
西、北三面与印度毗邻；二、秦
始皇时开始建筑的大型宫殿，后
被焚毁；三、京剧青衣程派的代
表剧目；四、美国教育考试中心
主办的对非英语国家学生进行的
英语水平考试；五、英格兰足球
运动员，别名“神灯”；六、嫣
然天使基金的创始人；七、一
种文房用具，是用来盛水的器
皿；八、加勒比海东部西印度
群岛的马提尼克岛北部的一座
活火山；九、被誉为“中国风
险 投 资 之 父 ” 的 我 国 经 济 学
家；十、由美国女作家斯蒂芬
妮 · 梅 尔 所 著 的 一 部 惊 险 小
说；十一、唐代孟郊诗 《游子
吟》 中的一句；十二、台湾地
区女演员、歌手，曾主演电视
连续剧《仙剑奇侠传》等。

（答案在本版内找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