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查包装 买酒时一定要认真综
合审视酒的商标名称、 色泽、 图案
以及标签 、 瓶盖 、 酒瓶 、 合格证 、
礼品盒等方面的情况。 好的白酒其
标签的印刷是十分讲究的： 纸质精
良白净， 字体规范清晰 ， 色泽鲜艳
均匀， 图案套色准确， 油墨线条不
重叠。 真品包装的边缘接缝齐整严
密， 没有松紧不均、 留缝隙的现象。

检查瓶盖 日前我国知名白酒的
瓶盖大都使用铝质金属防盗盖， 其
特点是盖体光滑， 形状统一， 开启
方便 ， 盖上图案及文字整齐清楚 ，
对口严密。 若是假冒产品， 倒过来
时往往滴漏而出 ， 盖口不易扭断 ，
而且图案、 文字模糊不清。

倒转酒瓶 若是无色透明玻璃瓶
包装， 把酒瓶拿在手中， 慢慢地倒
置过来， 对着光观察瓶的底部， 如
果有下沉的物质或有云雾状现象 ，
说明酒中杂质较多； 如果酒液不失
光、 不浑浊， 没有悬浮物， 说明酒
的质量比较好。 从色泽上看 ， 除酱
香型酒外， 一般白酒都应该是无色
透明的。

闻香辨味 把酒倒入无色透明的
玻璃杯中， 对着自然光观察， 白酒应
清澈透明， 无悬浮物和沉淀物； 然后
闻其香气， 用鼻子贴近杯口， 辨别香
气的高低和香气特点； 最后品其味，
喝少量酒并在舌面上铺开， 分辨味感
的薄厚、 绵柔、 醇和、 粗糙以及酸、
甜、 甘、 辣是否协调， 有无余味。

油滴沉底 取几滴白酒放在手心
里， 然后合掌使两手心接触， 用力
摩擦几下， 如酒生热后发出的气味
清香 ， 则为优质酒 ； 如气味发甜 ，
则为中档酒； 气味苦臭， 则为劣质
酒。 另外， 还有一招 ， 在酒中加一
滴食用油， 看油在酒中的运动情况。
如果油在酒中的扩散比较均匀， 并
且均匀下沉， 则酒的质量较好； 如
果油在酒中呈不规则扩散状态， 且
下沉速度变化明显， 则酒的质量有
问题。

关邑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蚊帐主
要有方顶 、 四边弧形和圆顶
（又叫蒙古包式） 三种。 相对于
圆顶蚊帐来说， 方顶蚊帐和四
边弧形蚊帐都是三开门的。 中
间有拉链 ， 可以拉开看电视 ，
不会阻挡视线。

蚊帐高度一般在 1.4-1.6 米
左右。 房高比较低或者做过吊
顶的， 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询问
蚊帐的高度， 以免买回去以后
不合适， 影响视线， 久而久之，
埋下健康隐患。

张汉武

炎夏阳台花卉常因空气干燥，
蒸发量大， 相对湿度过低而出现
叶色暗淡无光， 叶缘枯焦或叶面
呈现焦斑等现象。 因此 ， 适当增
加阳台的空气湿度， 是炎夏阳台
养花的－项重要管理措施。

阳台花卉对湿度的要求因种
类不同而各有差异 ， 一般来说 ，
喜高温的花卉对湿度要求也就较
高。 如白兰、 茉莉 、 南洋杉 、 橡
皮树、 米兰、 龟背竹等 ， 其相对
湿度不能低于 70%。 因此， 对这些
花卉， 除上午 9-10 时， 下午 4-5
时各浇一次水外， 中午还需向叶面
及附近地面喷水降温， 增加湿度。
所喷之水， 应预先在阳台晒过， 使
水温接近花卉的温度。 因为中午
气温高 ， 叶面温度可达 30 多℃，
蒸腾呼吸作用加强 ， 叶面气孔大
开， 如水温相差悬殊 ， 突然喷及
叶面， 会使叶细胞出现紧张状态
而造成萎蔫， 而且花卉根系受低
温刺激， 会影响其吸收功能 ， 适
得其反， 使植株失水萎蔫。

对叶面有较厚绒毛的花卉 ，
如大岩桐、 蒲包花 、 毛叶秋海棠
等由于其叶面水分不易蒸发 ， 故
应少喷水。 对珠根花卉应注意控
制湿度， 否则高温高湿极易导致
根腐病。

杨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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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吹风机对着标签吹，
等吹得商标的胶热了 ， 就可
以很容易把标签撕下来。

●将洗衣粉 、 吸烟剩下
的烟头一起放在水里 ， 待溶
解后， 拿来擦玻璃窗、 纱窗，
效果不错。

●闲置的润肤霜 、 乳液
之类的东西 ， 扔了可惜 ， 可
以用来擦包包 （皮质的 ， 或
者仿皮的都可以）， 一擦就干
净得像新的一样。

●剩余可乐可以用于清
洁马桶， 倒在马桶里过 10 分
钟冲掉 ， 马桶被冲得很白很
干净。

●用风油精清除污渍， 特
别是原珠笔印， 一擦就没了。

●家里的水笼头 、 不锈
钢水池等 ， 用的时间长了就
变得不够光亮了 ， 用醋一擦
就很亮了。

●用丝袜清理不锈钢用
具， 省力又清洁， 光亮如新。

●如果衣物上不小心滴上
了油， 在洗衣服之前， 保持衣
服是干的， 然后在滴油的地方
滴上洗洁精， 再搓两下， 洗的
话就不会有油印子了。

郑桂初

据媒体报道， 5 月 30 日下午， 长沙县福临镇 29 岁
男子黄某和两个朋友一起到鱼塘钓鱼， 几个人钓完鱼，
黄某拿着钓竿准备去清洗时， 不小心碰到了上面的万伏
高压线， 经抢救无效身亡。

如何现场急救

鉴别白酒套路多

科学选购蚊帐

当前， 正是垂钓的大好时
机， 河边、 鱼塘边经常聚集很
多钓鱼爱好者， 由于不少垂钓
点上方都有高、 低压线路跨越，
少数垂钓人员安全自保意识不
强， 容易引发垂钓意外触电事
故。 那么， 如何防范此类事故
发生呢？ 一旦不慎发生触电事
故， 如何进行急救呢？

首先， 钓鱼前务必要熟悉
安全垂钓知识 一是钓鱼竿材质
一般为碳素， 具有很强导电性，
而钓鱼线是尼龙材质， 沾水后
也易导电。 二是高压输电线路
绝缘依靠的是空气， 35 千伏及
以上的高压输电线路都无绝缘
层， 外表裸露部分的金属铝是
直接带电的， 铝容易氧化发黑，
易让人产生黑色便是绝缘层的
错觉。 而沾水的钓鱼线无需接
触到线路， 只要靠近到一定距
离， 便可能产生放电。 三是钓
鱼爱好者要与电力设施保证有
足够的安全距离， 架空电力线
路的保护区范围以架空导线边
线向两侧水平延伸距离为准： 1
至 10 千伏为 5 米， 35 至 110 千
伏为 10 米， 220 千伏为 15 米，
500 千伏为 20 米。 该距离之外
的区域为安全区域， 如果无法
估量距离， 看到有安全警示的
标志， 请务必远离。 四是抛收
竿时一定要特别小心， 防止触
及导电线。

其次， 一旦不慎发生触电
事故， 要做好现场急救 急救应
坚持迅速、 就地、 准确、 坚持
的原则。 触电急救必须争分夺
秒， 迅速就地用心肺复苏法进
行抢救 ， 并坚持不断地进行 ，
同时及早与医疗部门联系， 争

取医务人员接替救治。 在医务
人员未接替救治前， 不应放弃
现场抢救， 更不能只根据没有
呼吸或脉搏擅自判定伤员死亡，
放弃抢救， 只有医生有权做出
伤员死亡的诊断。

第三， 现场急救首先要使
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 越快越
好 因为电流作用的时间越长，
伤害越重。 在脱离电源中， 救
护人员既要救人， 也要注意保
护自己。 触电者未脱离电源前，
救护人员不可直接用手触及伤
员， 以防触电。 可用绝缘工具、
干燥的木棒、 木板、 绳索等不
导电的东西解脱触电者； 也可
抓住触电者干燥而不贴身的衣
服， 将其拖开， 切记要避免碰
到金属物体和触电者的裸露身
躯； 也可戴绝缘手套或将手用
干燥衣物等包起绝缘后解脱触
电者； 救护人员也可站在绝缘
垫上或干木板上， 绝缘自己来
进行救护。 如触电者触及高压
带电设备， 救护人员应迅速切
断电源， 或用适合该电压等级
的绝缘工具 (戴绝缘手套、 穿绝
缘靴并用绝缘棒) 解脱触电者。
救护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应注意
保持自身与周围带电部分必要
的安全距离。 只有在确认线路
已经无电， 在触电者离开触电
导线后， 才可立即就地进行急
救 。 急救可采取心肺复苏法 ，
如通畅气道、 口对口 (鼻) 人工
呼吸、 胸外按压 (人工循环) 等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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