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饭后 15 分钟再午休 大部分上班
族中午的休息时间并不长， 要吃饭、 午
睡， 真的是争分夺秒。 为了有更多时间
休息， 很多人吃完饭就立刻午睡， 但是
这样的做法会导致大量的血液流向胃
部， 血压下降， 大脑供氧和营养明显下
降， 出现大脑供血不足的问题。 因此，
午饭之后最好休息 15 分钟左右再午睡。

别趴在桌子上睡 上班族午睡习惯
趴在桌子上睡， 长时间将头部枕在手臂
上， 不仅容易出现手臂麻木、 酸疼， 还
可能造成眼压过高， 睡醒之后会有暂时
性的视力模糊， 长期这样就会导致眼睛
变形， 患上眼部疾病。 同时， 趴着睡也
会影响脑部供血， 让人在醒来后出现头
昏、 眼花、 无力等状态。

准备一个颈枕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
颈枕， 有充气的， 也有带按摩功能的，
不妨在办公室备一个。 午睡时将它套在
脖子上， 再找一个有靠背的椅子靠着午
睡， 比直接趴在桌子上睡好得多。

盖上薄毯或外套 人在睡眠的时候
肌肉松弛 、 毛细血管扩张、 汗毛孔张
大， 易引发感冒或者其他疾病。 特别是
到了夏天， 大部分办公室里都有空调，
温度较低， 所以在办公室里午睡最好准
备一床薄的毯子或者一件外套。

睡醒后喝水缓神 人在睡醒之后需
要一段时间缓神， 通常 5-10 分钟后头
脑才能清醒。 午睡醒来后可做一些轻度
活动， 缓和身体机能， 再喝杯水补充血
容量， 稀释浓稠的血液。

李春迎

现在， 许多近视人群都戴隐形眼镜，
却在如何保护隐形眼镜方面认识不足 。
要提醒的是， 戴隐形眼镜的人谨记以下
可能为眼睛带来不必要风险的情况：

隐形眼镜清洁不当 在接触隐形眼镜
或是眼睛之前， 需要彻底地把手洗干净，
修短指甲以避免隐形眼镜被划伤。 千万
不要用自来水或是唾液来清洗隐形眼
镜———应该根据自己的隐形眼镜的类型
从而选择合适的清洗方法， 或询问眼科
医生正确的方法。

佩戴时间过长 如果戴着隐形眼镜过
夜或佩戴超出一定时间， 得角膜炎的几
率就会大大增加。

溶液存在问题 不要使用过期溶液。
旅行时不要把溶液装到小盒子或是放到
钱包里一起携带， 这样会增加溶液受染
的几率。

用电脑最好别戴隐形眼镜 不少戴隐
形眼镜的人， 长时间对着电脑， 眼睛会发
干、 发涩， 非常不舒服。 这是因为眨眼的
次数减少了。 长时间对着电脑时， 眼睛高
度紧张， 正常人每分钟眨眼 20 多次， 而
戴上隐形眼 镜长时间对着电脑， 每分钟
的眨眼次数就只有 4-5 次了。 加上隐形眼
镜使用过程中卫生习惯不良， 可引起角膜
炎、 角膜溃疡， 会出现眼睛疼痛、 畏光，
严重时还会造成眼睑痉挛， 诱发眼角膜新
生血管， 最终影响视力。

游泳时戴隐形眼镜镜片会吸附病菌
隐形眼镜有吸附性， 水中病原微生物很容
易沉积在镜片上， 游泳时不宜戴隐形眼
镜。 经常配戴隐形眼镜的人， 眼睛本来
就有一定的炎症， 加之脏水的刺激， 更
容易诱发眼病。 流行性结膜炎、 沙眼等，
都可通过游泳而传染。

高花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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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疾控中心应急
办主任、 刘富强博士表示，
这是假的 。 这则谣言人 、
时、 地、 事俱全， 看着好
像真的一样。 但通过网络
搜索， 这则谣言已经流传
有十余年， “去世” 女孩
所在城市还不断变化， 有
长春、 重庆、 广州……细
节都大同小异。 这个谣言
太夸张而且混乱。

首先， 学术上没有称
“细菌虫” 这种生物种类。
一般细菌就是细菌， 虫就
是虫， 它们是两种完全不
同的生物种类。

第二， 如果说的是寄
生虫病 ， 因饮食不卫生 ，
吃了某些没煮透的、 受寄
生虫感染的食物都有可能
染上。 像这种在体内繁殖
寄生虫卵的， 在医学上确
实有过先例。 医学中有人
畜共患的寄生虫病， 其中
主要侵袭肝脏的， 叫作肝
吸虫病 （华枝睾吸虫病），
主要是通过生食或半生食
含该虫囊蚴的淡水鱼、 虾
而感染， 表现为胃肠道方
面的症状， 能出现肝区疼
痛、 肝肿大甚至肝硬化症
状， 但绝不可能出现所谓的
“肝脏被细菌虫侵蚀得只剩
一点点” 的情况。 因此， 在
正常情况下， 食用煮熟的麻
辣烫是不会致病的。

除非是在食用麻辣烫
时， 加入了一些海鲜， 如
果海鲜类没有煮熟， 那么
有可能将成活的寄生虫卵
带入体内； 或者是在烫制
蔬菜时没有煮熟， 有可能
感染肝吸虫病。 但这种机
会特别少。

第三， 文中称 “麻辣
烫和米线这两种食品细菌

严重超标”， 这种表述是不
准确的， 米线可称为一种
食品 ， 麻辣烫却不可以 ，
麻辣烫只能说是一种烹调
方法， 用氽烫的方法烹调
多种食品。 采取任何一种
烹饪方式， 如果食物没煮
熟， 包括米线、 田鸡或者
生吃水产品， 同样也可能
存在寄生虫感染的风险 。
注意日常饮食卫生， 这本
来是对的， 但也不能为博
眼球而不顾常识地胡编乱
造、 耸人听闻。

那么如何健康食用麻
辣烫呢？ 由于在湿度比较
大 、 温度适中的环境中 ，
细菌更容易繁殖， 像麻辣
烫的汤水这种高温状态下，
不会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食用麻辣烫、 米线等小
吃时， 确实有可能出现细
菌污染的情况， 但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保证健康饮食：

一、 加工制作小吃前，
从储存、 运输等各环节都
要注意卫生， 同时要选用
质量好的原材料。

二、 煮制过程中 ， 要
注意加工充分， 以防止因
加热时间不够或温度不够
高而引发的食源性疾病 。
火锅底火一定要旺， 如果
不等烧开、 烫熟就吃， 病
菌和寄生虫卵未被彻底杀
死， 容易引起一些消化道
疾病。

三、 吃火锅不能太烫，
口腔、 食道和胃黏膜一般
只能耐受 50℃-60℃的温
度， 太烫的食物会损伤黏
膜， 导致急性食道炎和急
性胃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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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4 年的调查， 全世界超过
50 亿人在使用手机。 但与此同时， 自从
2010 年开始， 就有许多报道认为手机所
带来的放射线会引起癌症， 以及多种神
经功能障碍。 美国食物药品管理局特别
呼吁年轻人和幼童， 使用手机应该特
别注意下列事项， 来减少放射线影响
到身体健康。

1、 尽量将手机远离身体。 即使是
手机离开身体 1 英寸也能大量减少辐射
线的照射量。 若是将身体与手机之间的
距离加倍， 那么辐射线的照射力就降低
至 1/4。 如果是距离增加 10 倍， 那么辐
射线照射力就降低到 1/100。

2、 尽量减少通话时间。
3、 尽量使用耳机。 不论是有线耳

机或者是蓝牙耳机， 虽然也有一些辐射
线， 但是与手机自身比起来辐射量少了
许多。

4、 如果可以， 应该利用手机的免
提功能或扩音器。 根据苹果 iPhone 的
建议， 通话的时候至少要离开身体 5-8
英寸。

5、 尽量使用短信或者互联网而不
要用手机通话。

6、 避免把手机放在口袋中， 最好
把手机放在手提袋或者是背包中。

王贞虎

办公室午睡
五妙招

常吃 肝脏被侵蚀？

专家：假的

戴隐形眼镜
防健康风险

在朋友微信圈、 微博里流传一条信
息： “广州海珠广场某专卖店 20 岁女营业

员于十几天前去世， 该女曾觉得身体不适， 去医院就
医， 医生看完她的 X 光片后大惊， 因为该女五脏六腑和皮

肤下全都是细菌虫， 肝脏被侵蚀的只剩下一点点， 医生告诉
她直接准备后事了， 经查致病原困是该女常年吃麻辣烫和米

线， 医生说这两种食品细菌严重超标， 且佐料经过加工
后也极易增长细菌， 与店面卫生无关。 提醒： 请吃这两

种食品的人以后少吃或不吃， 请转发给
你所关心的每一个人。”

微信圈真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