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贴士

一看 看外包装上是否标注 GB6675-2003 字样
（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 看包装上有无年龄范

围、 警示标志、 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等。
二摸 摸玩具的表面是否光滑。 有些电动玩具的紧固螺钉头

部突出或表面有尖锐处， 又无警告标记， 易划伤孩子皮肤。 还应
注意电动玩具的传动系统， 如果传动配件外露， 灯不亮、 声不
响， 无电源开关标志等， 说明其制造工艺粗陋。

三量 国家标准规定， 4 岁以下孩子使用的玩具， 其活动零
件的可触及间隙应≤5 毫米或≥12 毫米， 若间隙不符合要求，
有可能会夹伤孩子的手指。

四拉 玩具上有些零件是不可拆卸的， 如施加
一定拉力后小零件即脱落， 极易被孩子吞

咽， 造成伤害。

高考即将来临， 紧张、 不安、
焦虑……是许多考生现在最普遍
的状态。 在这里提醒大家， 过度
紧张只会带来更大的压力， 并可
能引起耳鸣、 突发性耳聋、 鼻出
血等症状， 严重的会影响考试的
顺利进行。 因此， 家长们在高考
前不要再给孩子施加任何精神上
的压力 ， 考生要学会调节心情 ，
同时考生们也要做些物质准备 ，
以防患于未然。

精神紧张容易造成耳鸣现象，
越是在这个时候家长越不要显得
焦急， 正视孩子出现的身体不适
情况， 如已经出现耳鸣症状应及
时带考生到正规医院进行治疗 。
只要治疗方法得当， 急性耳鸣 1-2
天左右就可以恢复， 不会对考试
造成太大影响。

鼻出血也是每年高考生都可
能出现的问题， 这是因为学生精
神紧张致血管痉挛、 鼻腔毛细血
管破裂引起。 一般因此而鼻出血
的， 量不会太大， 容易止住， 如
量大应及时就诊。

有流鼻血病史的考生， 进考场
前应准备一包棉花球， 或滴鼻的止
血药物， 如果考试中出现鼻出血，
可用药物或棉花球止血， 但药物一
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不可随
意用药， 以免引起更大量的出血。

高考对考生确实非常关键， 家
长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考
生在这个阶段的心理压力也非常
大， 弦绷得太紧则容易断。 要顺利
发挥水平， 最重要的还是要放松心
情， 作为家长此时不应该给学生施
加任何压力。 饮食上以清淡为主，
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 另外， 学生
不要久坐， 复习 1 小时左右应站起
来休息几分钟， 做些轻微的活动。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洪军

■生活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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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漆玩具 喷漆玩具中含
铅， 铅是目前公认的影响中枢
神经系统发育的环境毒素之一，
儿童胃肠道对铅的吸收率比成
人约高 5 倍。 现在许多玩具都
要用到喷漆， 如涂有油漆等彩
色颜料的积木、 注塑玩具 、 带
图案的气球等。

金属玩具 有些玩具为了显
得有档次而在其表面用金属材料。
事实上， 这对儿童的危害相当
大。 金属材料中会含有砷、 镉等
活性金属， 儿童喜欢舔 、 咬玩
具， 如果这些元素含量超标， 长
期接触就会对儿童造成伤害。

毛绒玩具 毛绒玩具有可
能存在填充物污染、 毛绒脱落、

细菌传播等多种不利于孩子健
康的隐患， 特别是一些价格过
于低廉的非正规产品 ， 存在的
问题更严重 。 有的毛绒玩具中
还含有有害化学成分 ， 它会对
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噪音玩具 噪音大的玩具对
婴幼儿的听力危害大。 许多玩具
噪音高达 120 分贝以上， 如有的
玩具电话竟然达到 123 分贝的噪
音， 有些幼儿玩的冲锋枪、 大炮
等玩具， 在 10厘米之内， 噪声会
达到 80分贝以上。 如果长期受到
噪音刺激， 孩子会变得易激动、
缺乏耐受性、 睡眠不足和注意力
不集中等。

王小溪

目前太阳镜市场鱼龙混杂， 劣
质太阳镜既看不清又难抵挡紫外线，
其结果是瞳孔扩大， 使眼睛晶状体
摄取更多的紫外线， 反而伤眼。 那
么买太阳镜应注意些什么呢？

1、 看镜片质量 先观察镜片是
否有划痕、 杂质、 气泡、 条纹， 检
查太阳镜的外包装， 正规的太阳镜应
标有品名、 颜色、 直径、 质量级别、
生产厂名和商标， 镜面或吊牌上有
注明防 UVA、 UVB 和 CE 标志的太
阳镜才能确保阻隔一定的紫外线。

2、 戴上试试 选购太阳镜时要
戴上试试有没有眩晕、 头疼的感觉。
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标明度数的近
视太阳镜出售， 不过因为瞳距等指
标因人而异， 所以如果没有专业人
士的指导， 消费者最好不要选择这
种有度数的太阳镜。

3、 对灯观察 用手拿太阳镜的
两角对着日光灯， 让镜面的反光条平
缓滚动， 如果发现镜面反射的日光灯
影出现波浪状、 扭曲状， 证明镜片不
平整， 这样的镜面会损伤视力。

4、 看镜片材质 太阳镜片材质
有玻璃和树脂两种， 而最好的太阳镜
片应该采用偏光镜片。 它采用和隐形
眼镜一样轻巧精密的合成树脂制成。
偏光镜片能有效滤除反射光和有害紫
外线， 并具有防碎、 防磨等功能。

5、 选对色彩 一般来说， 黑色、
茶色、灰色的滤光效果不错；灰色镜片
对任何色谱都能均衡吸收， 戴镜后所
看到的景物只会变暗而不会有明显
色差；茶色镜片能滤除大量蓝光，可以
改善视觉对比度和清晰度，在空气污
染严重或多雾情况下配戴效果尤佳。

6、 简单自测 简单的自测方法
是对着镜子戴上太阳镜， 以依稀可
以看见自己的瞳仁为限度。 颜色太
浅的则滤光作用太小； 颜色太深的
则影响视力又削弱色感。 多彩浅色
太阳眼镜， 不要用在海边水上活动、
反光强烈的雪地里以及日照十分强
烈的太阳下， 而应配戴运动型太阳
镜， 它们大多采用颜色艳丽的饱和
色， 可以吸收或反射更多的可见光。

朱本浩

买玩具 健康摆第一

购玩具四字诀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 家长们也开始为孩子们的礼物操
心了。 商场里琳琅满目的玩具是孩子们的最爱， 不过， 家
长们在挑选时一定要考虑到玩具的安全性。

帮你挑选太阳镜

家有老人
家具应舒适
人到老年， 身体的协调能力

下降， 因此， 在家具形态设计中
应多运用一些无尖角、 圆滑的形
体， 以减少磕碰、 擦伤等意外情
况的发生， 在心理上给老年人以
安全感。 家具的舒适性主要取决
于其尺寸的合理性。 这要充分运
用人体工效学原理， 根据老年人
身心的具体变化设置家具各部
分及整体的造型尺寸 ， 以便为
老年人营造一种轻松、 愉快、 健
康、 幸福的晚年生活。

首先， 在在众多家具中， 对
老年人最重要的莫过于床和沙
发， 而这两种家具最需要关注
其舒适性。 老年人的床不宜过
高， 从而保证其方便地上下床。
此外， 应注意为老年人选择硬
度适中的床垫， 配以保暖性好
的床品。 同样， 供老年人使用的
沙发也不宜过于松软。 过于松软
的沙发可能给老人带来突然的
心理恐慌， 并且不便于老人起
立。 因此， 应选择那些能够提供
助力帮助老年人起、 坐、 放松身
体的功能沙发。

其次， 在座具整体尺寸的设
计上， 座面宽度应该使用较大一
些的尺寸， 能够让他们活动起来
更加自由； 座具的背倾角和坐倾
角都应偏大一些， 以增加其舒适
性； 尽量设有扶手， 扶手的存在
可以方便老年人起坐时抓握， 增
加身体平衡的支点， 起坐时更加
容易、 方便。 同时， 对于带有抽
屉和顶柜的柜类， 不宜有低于双
膝的抽屉和高过头的顶柜， 以减
少老年人的躬身和爬高， 减少不
安全因素的存在。

最后 ， 老年人一般视力不
好， 起夜较勤， 晚上的灯光强弱
要适中。 而老年人居室的织物陈
设， 应与房间的整体色调协调一
致， 图案也同样以简洁为好。 在
材质上应选用既能保温、 防尘、
隔音， 又能美化家居的装饰材
料。 老年房窗帘可选用提花布、
织锦布等， 其厚重、 素雅的质地
和图案适合老人成熟、 稳重的特
性。 厚重的窗帘也能营造静谧的
睡眠环境， 最好设置为双层， 分
纱帘和织锦布帘， 这样部分拉启
可以调节室内亮度， 使老人免受
强光的刺激。

湖南省儿童医院 胡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