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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惨败爱国者，无缘捧杯
NFL美联冠军赛18日进行，在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主场，

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遭到一场惨败。爱国者四分卫布雷迪
和跑锋布朗特分别三次达阵，帮助爱国者队以45:7大胜小马，
赢得第八个美联冠军的同时，顺利晋级2月1日的超级碗。

本场比赛，爱国者攻守平衡，而小马则四处受限，尤其
四分卫拉克的发挥受到对方的限制，他33次传球完成12次，
推进126码，没有达阵，但两次被抄截。45：7也是美联决赛
史上分差第二悬殊的比分。尽管惨败，但拉克和小马在上一
场击败大曼宁率领的丹佛野马队的出色表现，还是让人看到
这只小马的潜力。

拉克将会在2015-16赛季进入五年新秀合同的第四年。
而小马将选择是否执行他2016赛季的球队选项合同。有报道
说，小马计划为拉克提供一份年薪可达2500万美元的顶薪合
同，这会让他成为NFL薪水最高的球员。

此外，18日，西雅图海鹰队完成大逆转，加时赛28:22淘
汰绿湾包装工队，连续第二年挺进“超级碗”。海鹰和爱国
者将于2月1日决战第49届“超级碗”。

 李娜要当妈妈了
澳洲网球公开赛18日开赛，澳网组委会19日晚间于罗

德·拉沃尔球场为上届女单冠军李娜举办纪念仪式，李娜向
全世界宣布自己怀孕的消息。

C罗三度被加冕足球界最高个人荣誉
国际足联2014年度颁奖大典于12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

皇马球星、葡萄牙国家队队长C罗纳尔多获得金球奖，继2008
年和2013年后第三度加冕足球界最高个人荣誉。

2015年1月16日，年仅33岁
的大陆女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
发去世。姚贝娜曾被称为“华
谊兄弟音乐现役一姐”。

（图片摘自网络）

哪种人离癌症更近？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和免疫

学教授罗伯特·史莱伯发现，如果一
些不良生活习惯维持10年，那你就会成
为“癌症候选人”，因为在这10年中，
癌细胞不仅产生，而且会发展壮大，最
终攻城掠地，侵犯身体其他器官。

成为“癌症候选人”，是我们长
期“不爱自己”造成的结果。人的身体
有60兆—100兆个细胞，我们作为这个
“细胞共和国”的国王，学会关爱它
们，渴了给它们水喝，饿了给它们适当
的营养，累了让它们休息，才能减少它
们转变成癌细胞的几率。如果减少以下9
种不良生活习惯，就能将我们从“癌症
候选人”的名单里删除。

老喝滚烫水的人
很多喜欢闲暇时泡杯功夫茶，殊不

知，这现冲现泡“趁热喝”的茶，可能
为食道癌埋下隐患。原因就在于，滚烫
的水会烫伤食道黏膜，引发口腔黏膜
炎、食管炎等，时间久了，可能发生癌
变。调查表明，新疆哈萨克族人常喝滚
烫的奶茶、潮汕人喜欢功夫茶、太行山
区的人爱喝大碗烫粥，目前这些地区
都成为食管癌、贲门癌、口腔癌的高
发区。专家建议，食物或饮料如果觉得
烫，千万别性急往下咽。带馅儿的食物
可能外面不烫里面烫，吃的时候尤其要
当心。喝热饮千万不要用吸管。

蔬果吃得少的人
大鱼大肉吃不够，蔬菜水果吃得

少，已经成了现代人的通病。千万别小
看这一生活习惯带来的危害。由着性子
吃一是会造成肥胖，近年来的研究表
明，肥胖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多种癌
症有关。二是蔬菜水果含有很多膳食纤
维，它们能促进肠道蠕动，带走有害物
质。老不吃蔬菜水果，会增加患结肠癌
的风险。三是导致缺乏维生素。研究显
示，不吃胡萝卜的人比大量食用胡萝卜
的人，因为缺少β—胡萝卜素，肺癌发
病率要高7倍；缺乏维生素A，患肺癌、
胃癌的可能性很大；叶酸与维生素B2缺
乏，是食管癌高发的重要原因。专家指
出，要保证身体需要，每天应吃400克以
上的蔬菜，吃肉不要超过75克，体积相
当于一副扑克牌大小。粗茶淡饭才是远
离癌症的最好办法。

老是憋大便的人
想去大便，可偏偏工作太忙走不

开，或一时找不到卫生间，只能使劲憋
着。一回两回还行，时间长了，就会出
问题。粪便里含有硫化氢、粪臭素、胆
固醇代谢产物等多种致癌物，在肠道里
积存久了，就会被重复吸收，刺激肠黏
膜。天津市肿瘤医院一项调查显示，没

彩烟游士（印第安纳波利斯）

时间排便已成为不少年轻人患上大肠癌
的主要原因。专家建议，一定要抓住一
天中“便意”最浓的时刻，一个是早晨
起床后不久，一个是吃饭后。便意一般
只会持续几分钟，一旦错过很难再捕捉
到。早上实在没时间排便，可以调整到
较空闲的晚上。吃完晚饭后散散步，对
腹部进行顺时针按摩，然后无论有无便
意，定时去蹲蹲厕所。一般3—5分钟没
有大便排出，就应该放弃，不要长时间
呆在厕所看书看报。

夜晚不睡觉的人
很多人因为工作不得不熬夜加班；

还有人赶时髦，天天泡酒吧，成了昼伏
夜出的“派对动物”。英国科学癌症研
究中心研究了世界各地1000余名30—50
岁的癌症患者，发现99.3%的人常年熬
夜，凌晨之后才会休息。专家指出，熬
夜一方面会造成生物钟紊乱，另一方
面，夜间灯光会破坏人体褪黑素形成，
而这是保护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一环，
缺少它容易让白血病、乳腺癌、前列
腺癌等找上门来。熬夜最好不要超过12
点。如果加班到凌晨，最好找一间窗帘
有遮光布的房间睡觉，漆黑的环境有助
于身体中褪黑素的生成。

坐下不想动的人
上班一坐就一天，回家陷在沙发里

不想动……千万别以为久坐的危害只
是伤颈椎、脊椎。德国专家指
出，人体免疫细胞的数量随活
动量的增加而增加，久坐的人
体内免疫细胞减少，大大增加
患癌几率；日本医学家发现，
胃癌患者大多平时吃得太饱和
久坐不动；美国研究表明，久
坐的人比常运动的人患结肠癌
的可能性高40%—50%，男性还
易罹患前列腺癌。专家指出，
工作每2个小时，必须起来活动
15分钟以上。

爱钻牛角尖的人
如果你觉得生活中让你生

气 的 事 像 道 坎 一 样 ， 怎 么 也
迈不过去，思想钻了牛角尖，
而且抑郁的心态持续一两年以
上，就要小心了。临床发现，
生活中爱较真、生气又不擅表
达的人，植物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系统
长期处于高度亢奋和紧张状态，是导致
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重要原因。工作中爱
较真、过于追求完美的人，患胃癌与胰
腺癌的较多。专家指出，豁达的心胸、
愉悦的心情是癌细胞的“天敌”，平时
要多培养兴趣爱好，遇到不快时做做深
呼吸。

常吸二手烟的人
除了众所周知的肺癌，吸烟还会导

致鼻咽癌、口腔癌、食道癌，甚至膀胱
癌、肾癌、胰腺癌和胃癌等，可谓“一
支烟在手，全身都遭殃”。另外，研究
表明，二手烟对身体的危害比一手烟有
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最好赶紧掐灭手
中的烟卷，离烟雾越远越好。

家里装修太豪华的人
除吸烟外，装修的刺鼻气味也是导

致肺癌的罪魁祸首。很多建材里都含有
致癌化学成分，装修越豪华，让身体受
伤害的几率越大。对儿童来说，装修污
染更有可能让他们患上白血病。专家建
议，装修买家具、建材，千万别图便
宜，一般来说，质量越次的产品味道越
刺鼻；装修期间一定要开窗通风；装修
结束后至少要晾两三个月才能入住。

家人有癌症的人
如果上一代患有乳腺癌、肺癌、食

道癌、结肠癌等，后代患上癌症的风险
比一般人高很多。此外，上海癌症研究
合作中心指出，每100对死亡夫妻中，至
少有5对患“夫妻癌“。这与夫妻常年保
持相同的生活习惯有关。所以，一旦反
省到两人有不健康生活习惯，夫妻应认
真对待，一起改正。有癌症家族史的人
最好定期做个癌症检查，比别人更好地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文章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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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王中之王”芦笋的种法和吃法

在《西游记》的第九回里，有一段著名的樵
夫和渔翁之争。樵夫说：你的水秀不如我的山
青，山中有山珍。渔翁道：你的山青不如我的水
秀，水里有鱼虾。可惜当时的吴承恩不知有芦笋
这美味，要不，樵夫要完胜渔翁了。

芦笋又名石刁柏，是世界十大名菜之一。有
人将芦笋归为百合科，有人将芦笋归为天门冬
科。不管其在分类上的归属，芦笋是名副其实
的“蔬菜之王中王”。

也许你会说，芦笋有什么稀罕的，我们经常
从超市买来吃！朋友，你如果讲出这样的话，那
你就不要怪我笑话你外行了。超市买的芦笋，充
其量不过是一盘维生素，能算甚么美味！

那什么样的芦笋才算美味呢？须是十分新鲜
的芦笋。什么样的芦笋才十分新鲜？那当然是自
己种的芦笋！芦笋从地里割下来到下锅，时间越
短越新鲜。

种芦笋不难，就是要有一小块阳光较好的土
地。地里的土壤，最好是不砂也不粘的壤土，而
且要有良好的排水性。如果从种子开始，那得
3-4年才能吃到芦笋。如果从根开始，当年就可
以品尝美味了。

芦笋的根系极其发达，所有要种得间距大一
些。太拥挤的话，种出来的芦笋就像筷子那么粗
细。肥料须富含钾，以供其根系的健康生长。最
好经常加一些有机肥（如牛粪、鸡粪或马粪）。
如用化肥，切忌用含氮量高的，否则第二年的芦
笋就长得不壮。

芦笋是分雌雄的，也就是说有的芦笋是雄芦
笋，有些芦笋是雌芦笋。嘴刁的美食家尝吃后，
发现雄芦笋的口感略好于雌芦笋。雌芦笋秋天时
还会结橘红色的小果子，消耗大量的营养，影响
第二年芦笋的产量和品质。所以说，地里最好只

留雄芦笋，将雌芦笋挖去。怎么分辨芦笋的雌雄？秋
天结果的肯定就是雌的，过了好几年也没结果的很可
能就是雄的。

大地回春的时候，芦笋就从地里冒出嫩茎，就像
竹笋一样。等芦笋长到半尺长短的时候，就可以开始
准备吃了。芦笋有很多吃法，但最能保持其原汁原味
的是水煮。先将细瓷碗碟和不锈钢锅洗得一点油渍都
没有，锅里放水，开始烧火。在水烧开之前，小跑至
到后院，将芦笋割下，迅速洗干净。在水烧开的一
刻，将芦笋放入锅里。

煮出来的莴笋是稀世美味，还是一碟维生素，那
就要看你的厨艺了。好吃的芦笋须煮得不太生又不太
熟。太生，有青草味；太熟，有糜烂感。

如果你将芦笋煮得不生又不烂，那么，恭喜你，
你马上就要品尝到“蔬菜之大王”的美味了！先将翡
翠般碧绿的芦笋放在白玉般细嫩的碟子里，再在芦笋
上洒几粒晶莹的海盐。然后，打开一瓶冰镇过的欧洲
啤酒，找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下。当柔嫩的芦笋入口，
当甘甜的啤酒下肚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世界上没
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

第九名
昨天中午有个男同事外出，没把手机带走。他老婆不停地打

电话来。午睡的女同事被吵烦了，拿过手机大吼：“我们在睡
觉，你烦不烦！”结果，那位男同事今天到现在都没来上班。
第八名

下午肚子饿，看见同事桌上有瓶酸奶，想都没想就喝了，一
会同事来了大叫到：“我的洗面奶怎么不见了！108块啊！”哥
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向厕所，一顿抠嗓子，老难受了，把东西
拼命地吐，直到吐出酸水，好不容易吐得差不多了，眼泪叭嚓滴
回到座位上时，同事抱着一个瓶子说：“吓死我了，洗面奶滚到
桌子下了，我的酸奶怎么又不见了呢。”哥心里直骂：你奶奶个
熊滴，喝你点酸奶把人往死里整。
第七名

有位大爷去银行取钱，直接走到窗口，保安过来说：“大
爷，按号。”大爷：“啥？”保安：“按号。”大爷心想，不愧
是大银行呀，取个钱还要暗号，于是低声对保安说：“天王盖地
虎。”保安无奈地帮老爷子按出一张排队票，老爷子心想：吓死
我了，居然被我蒙对了！

2014

微
信
段
子
前
九
名

第六名
一漂亮女同事，她老公给她送午饭，没说话放下就走了。新来

的男同事问：“刚才那是谁啊？”她回答：“送外卖的。”新来又
问：“怎么没给钱？”她说：“不用给，晚上陪他睡一觉就好了。”

男同事沉默了，第二天，给她带了四菜一汤的午饭，整个办公室轰然大
笑。
第五名

有一孩子问妈妈：当年你为什么嫁给爸爸呀？
妈妈说: “当年妈眼睛瞎了，才嫁给你爸！” 孩子又问爸爸: 咱家怎

么这么穷啊？
爸爸说: “咱们家的钱都给你妈治眼睛了！”

第四名
饭店里人特别多，一对年轻情侣实在找不到地方了，就和

我拼桌，坐在我对面。说实话那女的长得真挺漂亮，我就多看
了两眼，结果被那个男的发现了，他啪嚓一下往桌子上放了一
个大众的车钥匙想吓我。我仔细一看，我去，辉腾。我啪嚓往
桌子上放了个玛莎拉蒂的车钥匙，啪嚓，啪嚓，布加迪、劳斯
莱斯，好几个车钥匙我都摔桌子上了，那男的领着女的灰溜溜
地走了。真是的，你跟我一个配钥匙的装什么装！
第三名

到银行汇款，车临时停路边上。为了怕交警罚就把朋友留
下看车，跟他说有查车的过来了告诉我一声，进去几分钟果然
有交警来了，那个朋友风风火火地闯进银行大声吼到：“大
哥，警察来了，快走啊！”偌大的一个大厅几十号人，顷刻间
寂静无声，然后人潮像洪水一样涌出银行，接着我就被五六个
保安按在了地上！这真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
队友！
第二名 

（1）今天下大雪，刚才出门见一大爷摔倒了，我过去问
道：“大爷，我一月工资不到2000块钱，能扶您起来么？”大
爷：“小伙子，你走吧，我再等一会儿”。我：“好勒！”天
气虽冷，大爷的话却是暖暖的，满满的都是正能量。

（2）走在路上看到大爷躺在地上，我赶紧上去要扶，大
爷看了看我说：“后生你别动，看你也是个打工的，你走吧我
再等等。”我被感动了，赶紧说：“大爷，有个开路虎的停好
车就快过来了。”大爷也激动了：“你这后生还算实在，你干
脆别走了给我做个证人，完事儿也买个车上班开。”

（3）走在路上看到个大爷躺在地上，我赶紧陪大爷躺
下，大爷看了看我说：“后生你别跟我抢，我儿子要买房娶媳
妇。”我说：“我也要买房娶媳妇啊，但我不啃老。”大爷
说：“后生有志气，这地给你了，我换个地儿！”
第一名

今天惹祸了。
办公室的鱼缸里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领导带着眼镜看半

天，问我养的什么。
我说：“虾啊！”
领导一愣，走了。
我也楞了，赶紧大声地解释：“虾啊领导！领导虾啊！领

导真是虾！是真虾啊！”
                                                           （摘自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