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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购买家具时， 不能只看家具
是否时尚， 是否美观， 还得从家具
的实用性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等
方面考虑。 下面是一些常见家具
的尺寸， 购买时可参考这个尺寸，
只有最合适的家具才能更好地保
护我们的脊椎。

床 普通床的高度大约为 44 厘
米 （此高度为被褥面距地面高度）。
现如今， 很多消费者开始喜欢上榻
榻米， 或者像榻榻米一样的低矮床，
这样确实很方便实用， 不过对于习
惯于坐床边的人来说， 床太低或者
太高让坐着的人脚不能正常着地，
就会对人的腿部神经造成挤压。

沙发 对于沙发尺寸来说， 最
合适的尺寸为座前宽不小于 48 厘
米， 座面深度应在 48 厘米-60 厘
米之间， 座面高度应在 36 厘米-
42 厘米的范围内。 这个尺寸的沙
发相对于目前流行的低矮沙发来
说 ， 还是显得略高 ， 可是低矮的
沙发人坐上去根本无法保持小腿
自然下垂， 使人感觉坐得不舒适；
反之沙发太高 ， 人光是坐上去都
费劲。

桌椅 使用起来要舒适， 那么
其高度差就是最主要的因素 ， 通
常而言 ， 桌椅的高度差在 28 厘
米-30 厘米之间， 这个范围适合大
多数亚洲人使用 ； 写字台也是常
用家具之一， 写字台下面的高度
不小于 58 厘米， 宽度不小于 52 厘
米， 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坐下来身
体能保持正直， 不会伤害到人的
腰椎和脊椎， 同时也有利于孩子
视力、 身体等方面的健康发育。

另外 ， 由于每个家庭中电视
型号大小不一样 ， 在电视柜的选
择上， 要结合电视机和沙发的高
度来计算。 如果人们的视线正好
落在电视屏幕中心 ， 就说明电视
柜的高度适宜。

判断家具尺寸是否适合 ， 最
好的方法是亲自尝试 。 如果在电
脑桌前工作一会就感觉腰酸背痛，
睡眠时间充足却感觉不到轻松 ，
很有可能是您的家具尺寸出了问
题。 因此， 挑选家具时 ， 一定要
多试、 多问 ， 也可以根据个人情
况， 找厂家直接定做。

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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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细节
大健康■靓丽坊

刘小姐今年 26岁，生得眉清目秀，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胸部太平坦。半年
前，一位朋友给她推荐了一款丰乳霜。
用了半个月， 乳房逐渐胀大的感觉令
刘小姐惊喜不已，于是她“再接再厉”
坚持了半年。 有一天，刘小姐突然感
到擦抹处胀痛难忍，一摸好像还有一
个包块，这下她慌了神。 到医院一检
查，才发现自己得了乳腺增生，右乳
还长了一个纤维瘤，必须马上治疗。

丰胸惹来乳腺病， 这样的例子
并不少见。 目前还没有一种既安全
又有效的药物能够产生 “丰胸”的
效果。 市面上丰胸产品其实或多或
少都添加了雌 、孕激素 ，这些激素
都可以通过皮肤吸收， 在使用中，
可能会有一定的丰胸效果， 可是却
会给女性的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
使用时间过长， 还可能导致乳房恶
性肿瘤，从而威胁女性的生命。

许多想变得丰满的女孩子其实
对自己的乳房发育过程并不了解，
因此才会轻信一些丰胸产品的奇

效。 女性乳腺发育经历的过程可分
为胚胎期、 新生儿及幼儿期、 青春
期、 性成熟期、 妊娠期、 哺乳期及
绝经期等。 乳腺的发育及生理变化
除胚胎早期外， 其他各期雌激素、
孕激素、 生长激素、 催乳素等体内
激素都会对人体进行均衡调节， 才
能使女性的乳腺发育成具有正常形
态及生理功能的乳腺。 由此可以看
出， 雌、 孕激素等内分泌激素对女
性乳腺的重要性———它们既是女性
乳腺生理功能维持的基础， 也是导
致临床绝大部分乳房疾病如乳腺增
生、 乳腺肿瘤等发生的重要原因。

每个人乳房的大小受人种、家
族遗传的影响很大， 且乳房的大小
还应该和个人的体形相称，不能一
味地追求“大”就是美。 胸大肌是乳
房的坚强后盾，锻炼胸肌是丰胸及
减轻乳房下垂的好方法 。 对于确
实乳房发育不良的女性 ， 最好寻
求正规医院整形医生的帮助。

董芳

使用手机时， 手机会向发射基
站传送无线电波， 这些电波被称为
手机辐射 。 手机的辐射不是固定
的， 是根据距离发射基站的远近
而不断变化。 距离发射基站越近，
信号越强 ， 辐射也相对小 。 距离
发射基站越远 ， 信号就越弱 ， 辐
射也就会变大 。 地铁或电梯等地
方都属于比较封闭的环境 ， 在这
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下 ， 室外的电
磁波很难穿透这样一个环境到达
手机 。 因此 ， 在这样一个信号弱
覆盖的环境下 ， 手机要想达到通
信稳定， 在进行信号传输时， 为了
保证所传送的数据不丢失、 传送的

音频更加清晰准确， 就会加强其信
号发射的功率。 电磁波发射功率变
大， 产生的辐射也会随之增强。 因
此， 要尽量避免在信号弱的情况下
使用手机上网。

要想减少手机上网对人体健康的
伤害， 应该注意这几方面： 1、 用手
机上网时， 应尽量与身体保持一定距
离； 2、 在有WiFi的条件下， 最好使
用 WiFi 上网， 因为无线路由器的工
作功率比普通手机的功率小， 对人
体的辐射也更弱； 3、 用手机上完
网后， 晚上睡前应该将手机拿出卧
室， 避免手机对人体的辐射。

周向前

古代养生专家主张发宜多梳，
这是因为人体的很多经脉都位于
头部 ， 经常梳头可以刺激经气 ，
有助于滋养头发 ， 防止脱发 ， 并
起到缓解头痛、 减轻疲劳的作用。
但是 ， 有专家提醒 ： 如果每天都
梳阻碍头皮血液循环的发型或者
给头皮施压的发型 ， 则容易导致
头发稀少、 白发增加， 甚至秃顶。
经常梳以下三种发型就易伤害头
发。

●总按一种方式将头发分区
与肌肤相似， 如果照射紫外线

头皮也会受到伤害， 黑素细胞就不
能正常工作了。 总是在同一地方将
头发分区， 那个地方的头皮细胞就
很容易受伤， 从而导致分区部分长
出白发。

【对策】 定期改变一下头发的
分区方式。

●将头发紧紧扎起来
若将头发扎紧就会使头皮紧

绷， 继而给发根和周围的皮肤造成
伤害。 每天扎紧前颈或者后颈的发
髻部位很容易秃顶。 并且长时间紧
扎头发不仅导致秃顶， 也是造成头
发少的原因。

【对策】 注意不要讲马尾辫扎
得过紧， 将头发梳起的高度适当变
换一下。

●戴与自己不合适的发圈
如果长时间待发圈， 有没有感

觉鬓角或者太阳穴部位有疼痛感？
如果发圈戴在头上不合适还一味购
买， 长期下去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勒
紧头部、 压迫头皮， 导致血液运行
不畅， 伴随头痛、 精神紧张等症状。
头皮血液运行不畅等都会导致秃顶。

【对策】 尽量佩戴适合自己的
发圈。

湖南省儿童医院 胡珊珊

三种发型易伤发

■生活提示

衬衣的领子袖子不但脏得快，
而且这上面的污迹也很难清洗掉。
在这里， 介绍一个简单易行的方
法： 牙膏去污迹。

先把要洗的衬衣放入清水中
浸泡湿， 再把领子摊开， 往领子
上均匀地涂上一薄层牙膏， 然后
用旧的牙刷或者鞋刷在领子上刷
几下， 再把领子入水盆里用手轻
轻一搓， 领子上的污迹即可去除
掉， 对于袖口同样适合。

连淑兰

牙膏去衣领污迹

地铁、电梯内别用手机上网

60 粒/瓶 X6瓶/盒

据最新统计， 全国每 6 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
为肿瘤，每天有八千人成为肿瘤患者，每七到八人
中就有一人死于肿瘤。

硒是一种多功能的生命营养素， 对提高免疫力
和预防肿瘤非常重要 。 因为硒是组成人体内谷胱
甘肽过氧化酶的核心物质。 它能清除自由基，即能
代谢体内有害物质 。 人体就是一个大的生化反应
场 ，它包括两个系统 ，一个是氧化系统 ，另一个是
抗氧化系统。 如果氧化系统活跃 ，自由基因多了 ，
它将损害细胞及 DNA、蛋白质等 ，从而诱发肿瘤 。
硒不仅能够有效杀死肿瘤细胞 ， 还能够使致肿瘤
物质无害化 ，比如你吃了烧烤 ，硒就能转化它 ，使
它形不成致癌物 。 大量研究表明 ， 人体硒含量越
高， 患肿瘤几率越低 。 因此硒被奉为“抗肿瘤之
王”、 “天然解毒剂”、 “长寿元素”。

硒在体内无法合成，只能靠外界摄取。 缺硒易
患病得肿瘤，生活在富硒地区的人普遍长寿。 而我
国大部分地区及人群都缺硒 ，因此专家纷纷呼吁 ：
中国人吃保健品，每日加一粒硒 ，很有必要 ！ 防肿
瘤防病，硒不可少，选择高效、专业的补硒产品 ，科
学补硒，刻不容缓！

2014 年刚刚获得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的新一代
补硒产品———澳益佰牌硒软胶囊， 采用科学院研

制的有机硒为主要
原料 ， 运用浓缩液
态 软 胶 囊 真 空 制
备 ，活性保存好 ，吸
收利用率远高于普
通 胶 囊 和 片 剂 ，尤
其适合中老年人或
肠 胃 不 好 的 人 服
用 。 而且无复方添
加成分 ， 安全性更
高，作用更强。

为尽快抢占市场，特在全国开展一次体验推广活
动， 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先用好了来给本品做个口碑
宣传。 只要现在拨打电话报名申请，您就能按体验价
（约 3.3 折）超值享用一次澳益佰牌硒软胶囊（一年
用量 6 瓶的市场价是 2394 元， 本次活动只收 798
元）。 本次纯属宣传活动，只收取部分成本费，规定每
人最多限购两年用量 12 瓶(每个家庭可以购 24-48
瓶)。 机会只有这一次，现在买了就赚了，活动之后立
马恢复原价，为您多省钱，请赶紧打电话预订！
订购热线：400-003-3915（全国各地均可免费送货上门）

新一代有机硒软胶囊 798 元吃一年好消息

全国总经销地址：北京唯优平价大药房（丰台区蒲黄榆路 9 号）
全民补硒 药店联营 确保质量 杜绝假货 可以寄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批准文号：国食健字 G2014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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