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筷子用久后， 本身的颜色会
随着时间和使用的频率变深或变
浅。 筷子颜色发生变化， 表示材
质本身在发生变化， 而细菌的长
期堆积正是发生颜色变化的主要
因素。 所以， 大家在使用筷子时，
每天都要观察一下， 筷子表面是
否附着斑点， 特别是霉斑。 如果
筷子上出现非竹子或木头本色的
斑点， 表示该筷子很可能已经发
霉变质， 不可继续使用。

为延长使用寿命， 市面上销
售的木质筷子表面都被刷上了一
层食用漆， 让筷子表面不易被细

菌附着， 但木质筷子使用时间过
长后， 漆容易脱落或破损， 木屑
出现松动， 就给细菌滋生提供了
生存空间。 同时， 家用筷子长期
用水洗涤并集中摆放在橱柜内 ，
导致筷子的含水量很高， 为细菌
繁殖提供了非常好的生长环境 ，
筷子上滋生黄曲霉菌是有可能的。

潮湿会引起霉变， 但制作筷子
不能太干或太湿， 是有一定的水分
标准的。 如果过分烘干， 会造成竹
木材质的筷子扭曲变形。 一般家庭
常用的方法就是洗净筷子后放进筷
子盒自然沥干， 但难免会积存水

分。 黄曲霉菌毒素耐热， 日常生活
中的烹饪温度难以实现彻底灭菌。
但每周将筷子放入沸水中煮半小时
后， 放置在空气中晾晒干燥再使
用， 这样达到很好的消毒作用。

家庭选筷子最好选择竹筷或
者涂了一层生漆的木筷。 现在很多
单位食堂使用类似塑料材料的筷
子， 这是一种密胺材料， 如果清洗
干净， 滋生细菌的几率较小， 但要
注意认准 QS 质量标志， 谨防假冒
伪劣产品， 同时这类筷子不适宜用
在高温条件， 以防有害物质分泌。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洪军

■靓丽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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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螂， 俗称 “偷油婆”， 喜欢
在阴暗 、 潮湿及食物丰富的地方
爬行 、 栖息 ， 由于它们携带能致
病的细菌、 病毒、 原虫、 真菌以及
寄生蠕虫的卵， 当它们爬到食品、
餐具甚至人们的身体上时， 有可能
把病菌传染给人们。 蟑螂的体液和
粪便会分泌臭液， 所到之处都会留
下难闻的 “蟑螂臭”。 它们见缝就
钻、 无孔不入， 一旦家里出现了这
个讨厌的家伙， 我们必须想办法消
灭它。

首先， 进行环境治理。 要经常
保持室内整洁， 翻箱倒柜搜捕蟑螂

及其卵； 清除垃圾和废弃杂物； 清
除灶台上、 桌面上菜柜搁板上的污
物， 不留食物残屑； 过夜的食品放
入冰箱或橱门严密的橱柜中； 关紧
水龙头， 保持室内干燥； 清除室内
蟑螂栖息地， 如堵洞抹缝、 修补门
窗、 网盖洞口等， 室内的下水道开
口用小眼的不锈钢型网盖住， 以防
蟑螂从阴沟爬入室内。

其次， 采取物理防治的方法。
到正规的商店购买正品粘蟑纸， 将
其放置在蟑螂活动的地方， 主要是
厨房橱柜、 冰箱下面诱杀蟑螂； 用
开水或蒸汽直接浇灌各处的缝洞角

落， 烫杀隐藏在其中的蟑螂和卵。
第三， 进行化学防治。 将灭蟑

毒饵投放在蟑螂藏身和经常活动的
地方， 并做到量少、 点多、 面广；
将灭蟑毒粉喷洒在蟑螂藏身和活动
处即可， 注意不要喷洒在潮湿的地
方， 以免过早失效； 为了不对食物
和室内空气造成污染， 应将杀虫气
雾剂直接喷洒到虫体身上。 值得一
提的是， 化学灭蟑制品一定要在正
规商店购买， 并存放在小孩拿不到
的地方， 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湖南省疾控中心病媒生物控制科
副主任医师 段丽琼

在现实生活中， 有不少成年人长
期使用儿童护肤用品。 在他们看来，
既然儿童护肤用品不会使皮肤老化，
副作用又小， 为什么成年人不可以拿
来用呢？ 还有些家长和孩子共用成人
专用化妆品。 专家认为， 上述两种做
法都是错误的。

儿童皮肤稚嫩 ， 对化妆品的安
全性、 无刺激性要求更高。 比如儿
童护肤霜要求对皮肤的刺激性小， 易
过敏性低； 儿童浴液除有滋润皮肤、
改善人体气味的作用外， 还要求对皮
肤刺激性低并能防止微生物和霉菌的
污染等等。 所以， 儿童不宜使用成年
人化妆用品的道理很容易被人们接
受。 那么， 成年人为何不能使用儿童
化妆用品呢？

衡量人体皮肤状况有一项重要指
标， 就是皮肤含水量的多少。 含水量
多， 皮肤就细嫩； 含水量少， 皮肤就
容易老化。 据研究资料表明， 儿童皮
肤中， 水分含量在 90%左右， 成年人
皮肤中的水分含量则仅为 70%。 所
以， 人体皮肤老化是个不可抵抗的自
然规律。

儿童专用的护肤品固然会对产品
的安全性提出极高要求， 但由于儿童
的皮肤含水量较成年人多， 所以对产
品的保湿效果方面就不会做特别要
求。 而对成年人而言， 保湿恰恰是她
们日常最重要的皮肤保养工作。 因
此， 儿童护肤品也不适用于成年人。

专家提醒人们， 选择合适的护肤
品应根据自己的肤质而定。 有皱纹的，
需要用抗衰老除皱产品； 皮肤干的应
该使用保湿产品； 有痘痘的应该使用
抗痘和抑制油脂分泌的产品。 只有这
样， 护肤品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大家都想拥有美白柔嫩光滑
的肌肤， 下面这些方法既能美容
护肤又价廉， 值得不试。

■一杯新鲜牛奶， 加入一汤
匙柠檬汁， 搅拌调和之后便可涂
在脸上。 15 分钟后， 将脸洗净，
按摩一下脸部， 可以美白皮肤。

■采摘新鲜的芦荟叶子， 将
它去刺洗净 ， 然后准备半根黄
瓜、 鸡蛋清、 珍珠粉、 面粉， 把
芦荟叶子和黄瓜放入榨汁机中榨
汁， 倒入面膜碗中， 再加入鸡蛋
清、 珍珠粉和适量的面粉， 将它
们调和成糊状， 涂在脸上， 每周
敷 1-2 次就能达到较好的护肤
效果。

■睡前， 拿小黄瓜切薄， 放
置脸上过几分钟拿下来， 有助于
脸部肌肤白嫩。 睡前， 用化妆棉
加上化妆水完全浸湿后， 敷在脸

上 20 分钟， 每周 3 次， 也可以
美白肌肤。

■每天起床喝 2 杯水， 其中
一杯加些盐， 可以清肠胃； 出门
前一定要擦隔离霜及防晒乳， 回
到家记得要马上卸妆 。 先用温
水， 后用冷水洗脸， 会让肌肤既
干净且毛细孔会变小。

■在喝完的牛奶瓶或奶袋中
滴入几滴清水， 摇匀之后倒入手
掌上， 涂拭脸部， 涂后 5-6 分钟
再用清水洗净。 此法若长久， 脸
部便会日渐白嫩。

■一定要多喝水不熬夜 ，
少吃油炸类的东西 ， 保持皮肤
清洁 。 每晚洗完脸后 ， 将爽肤
水倒在化妆棉上 ， 直接敷在两
颊 ， 连额头 、 下巴也可顺便敷
上， 不但去斑还可以美白。

杨依依

消除蟑螂藏身地
长沙居民老邹住在一间老式平房里， 夏天里经常可见蟑螂

到处爬。 特别是晚上， 一开灯， 蟑螂溜得飞快， 让人束手无策。
专家指出， 要消灭蟑螂， 重点在于清理蟑螂的藏身之地。

美容护肤小妙招成年人别用
儿童护肤品

久用防霉变筷子

正在读初二女生的小丽， 近
两周感觉颈肩部疼痛， 开始以
为是睡觉姿势不对所致， 贴药
膏后疼痛非但没有缓解， 反而
越发严重， 手臂稍微动下都疼
痛难忍。 家人这才把她送到医
院骨科就诊， 检查显示： 小丽
的颈椎已经严重变形， 临床诊
断为颈椎反弓。 原来， 小丽平
时喜欢长时间埋头玩手机， 一
玩就是数小时， 对父母的劝阻
也不理不睬。 这就是引起小丽
颈椎变形的原因。

据美国的杂志报道 ， 纽约
市脊椎外科和康复医学中心一
项新的研究表明 ， 通常而言 ，
人类的大脑平均重量为 10-12
磅 （约 4.5-5.5 公斤 ） ， 但在
埋头玩手 机时由于脖子 会 倾
斜， 从而导致脊椎承受的压力
增加。 头颈弯曲呈 15°角和 30°
角看手机时， 分别会给脖子增
加相当于 27 磅 （约 12.2 公斤）
和 40 磅 （约 18 公斤 ） 重物的
压力 。 而弯曲呈 60 度时 ， 这
一压力则高达 60 磅 （约 27.2
公斤 ） 。 形象点打个比方 ， 这
个重量相当于一个年龄为七八
岁小孩的体重。

经常低头玩手机的朋友们，
脖子耷拉过度， 身子会不自然
弯曲、 颈部越来越前倾 ， 使得
人体颈部胸锁乳头肌随之不断
向前拉伸， 长时间过后就会处
于慢性充血状态， 久而久之容
易压迫椎动脉而造成慢性劳损。
正常人都有颈椎生理弯曲 ， 但
是低头族容易让颈椎向相反的
方向弯曲， 称为 “反弓”。 “颈
椎反弓” 是构成颈椎病最常见
的病理基础。

董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