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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时 躲在哪儿最安全？
8 月 8 日 21 时 19 分， 四川省阿坝州九
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震， 震源深度 20 公里。
截至 8 月 9 日 9 时 30 分， 地震已造成 13 人
遇难， 175 人受伤。 地震来时， 我们该如何
自救逃生呢？
不要躲进衣柜里 地 震 后 房
屋倒塌， 有时会在室内形成三
角空间， 这些地方是人们得以
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 可称其
为避震空间， 它包括床沿下、
坚固家具下、 内墙墙根、 墙角
等开间小的地方。 以前人们认
为钻到床底下安全， 但床底下
并非最佳的躲藏之处。 选择上
面没有悬挂物， 附近没有电源
插头的地方， 以防上面的悬挂
物落下砸伤及电源线着火引发
的次生灾害。 不要躲进衣柜里，
容易憋死。 躲藏地点离门近点，
门最好打开， 可以背靠在门框
上， 手抱头， 待地震结束时准
备随时转移， 为逃生准备活路。
卫生间里较安全 地 震 时 ，
尺度越小的房间越安全， 尺度越
大， 震动越大， 越容易倒塌。 卫
生间的墙多是承重墙， 房顶坠落
物少， 相对更安全。 守着水源也
是卫生间的一大优势。

远离高层
楼的窗户 地
震时， 高层楼
面向马路的那
面墙很不稳定， 高层楼的窗户
更要远离。 地震时， 如果人躲
在窗户下， 很容易被甩出去。
地震发生时， 千万不能使用电
梯。 一旦断电， 上不来下不去
就卡在里面出不来了。 万一在
搭乘电梯时遇到地震， 可将操
作盘上各楼层的按钮全部按下，
一旦停下， 迅速离开电梯， 确
认安全后避难。 往哪儿跑的原
则 应 该 是 就 近——
—离 地 面 近 就
往地面跑， 离楼顶近就往楼顶
跑， 总 之， “见天见地” 都能
够和外界接触， 相对更安全。
逃生时， 一定要走逃生通道。
可躲在学校课桌下 正 在 学
校上课时， 如果发生地震， 要
在教师指挥下迅速抱头， 躲在
各自的课桌下。 有序撤离远离

楼转角， 在老师安排下有序向
教室外面转移。 撤离过程中，
在楼梯转角处容易发生踩踏事
件， 要有序通过。 在操场或室
外时， 可原地不动蹲下， 双手
保护头部， 注意避开高大建筑
物或危险物。
千万别躲在车里 汽 车 看 起
来很结实， 但其实只是薄薄的一
层， 不堪一击。 发生大地震时，
如果你在驾车， 汽车会像轮胎泄
了气似的， 无法把握方向盘， 难
以驾驶。 此时应避开十字路口将
车子靠路边停下， 然后立即下车
抱头蹲在车边。 如果地震时你正
坐在行驶的电 ( 汽 ) 车 内 ， 那 么
只好就地取材， 抓牢扶手， 降低
重心， 躲在座位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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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热情”不减
当心“秋老虎”发威
8 月 7 日迎来 “立秋” 节

刷牙后要多漱口
牙膏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卫生用品。 通常大家只
知道它的洁齿作用， 却很少
了解和重视其残液对健康的
危害。
各种品牌、 各种档次的牙
膏尽管成分不尽相同， 但配
方中无一不含有摩擦剂、 发
泡剂和防腐剂， 这些制剂都
含有磷酸盐、 碳酸钙和碳酸
镁等， 这些对人体健康是有
害的化学物质。 医学界经多
年研究证实， 过量摄入牙膏
残液会导致局部性肠胃炎，
严重者可能诱发克隆病。 克
隆病的主要症状是腹痛、 腹
泻和腹部包块隆起， 常常伴
有发烧、 关节炎和营养障碍，
目前还无法治愈。
儿童刷牙时往往会吞咽一
些牙膏， 即使成年人， 刷牙后
漱口也不一定能彻底除去牙
膏。 因此， 人们刷牙后一定
要用清水彻底漱口， 避免牙
膏残液进入体内。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气， 一般立秋过后， 早晚温差
逐渐拉大， 暑气会慢慢消退。
但今年立秋 “热情” 不减， 出
门就能感受到滚滚热浪。 怀化
市健康教育所提醒广大市民，
炎夏的余热未消， “秋老虎”
虎视眈眈， 市民要注意做好防
暑和防疫。
立秋是一年之中气温由升
温向降温的转折期， 但立秋并
不是真正秋天的到来， 应当心
“秋 老 虎 ”， 注 意 防 暑 降 温 。 高
温、 高湿、 风速过小、 劳动强
度过大、 劳动时间过长、 热适
应不良等都是中暑的主要致病
因素， 老年人、 体弱者易中暑 。
中暑是可以预防的， 保证充足
睡眠， 注意补充水分， 避免太
阳当头暴晒及高温作业， 尽量
避免中午时段出去， 出行时一

定要备上防晒物品， 及时补充
水分， 出汗多时适当喝一些温
茶水或者淡盐水。 一旦出现口
渴、 头晕、 眼花、 耳鸣、 胸闷、
心悸、 恶心、 全身疲乏， 四肢
无力及发麻， 注意力不集中、
异常地出 汗 、 体 热 等 先 兆 中
暑， 要尽快到凉快的地方； 如
果是轻度中暑， 即患者出现
发烧的症状， 面色发红、 胸
闷气短、 皮肤会感觉明显的
灼热， 血压也会伴有下降趋
势， 应多喝含盐的清凉饮料，
若有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 可
以服用人丹或藿香正气水； 如
果是重度中暑， 患者出现昏
厥、 昏迷、 痉挛、 高热等情
况， 应抬到阴凉处就地抢救，
并立即送往医院。
此外， 立秋后湿度增加，
天气闷热， 疾控专家提醒市民，
食物宜清淡、 易消化， 少吃
冷饮， 养成健康的行为和生
活方式， 严防 “病从口入”。
市民应养成 “喝开水、 吃熟
食、 勤 洗 手 ” 的 卫 生 习 惯 ，
注意家庭饮食卫生。
怀化市疾控中心
副主任医师 陈正秋
怀化日报社 谌芳荣

常德市民小刘年轻时尚， 因为要赴一
场很重要的相亲约会， 为增加颜值， 她借了
闺蜜的“
美瞳” 隐形眼镜戴了一天， 晚上也
没取。 第二天早上醒来眼睛红痛、 畏光流
泪， 分泌物增多， 来到医院眼科检查发现，
她双眼结膜充血， 角膜水肿， 上皮大片脱
落。 幸运的是， 处理及时， 治疗 1 周后小刘
角膜上皮修复，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隐形眼镜在医学上称为角膜接触镜，
按材质分为软性角膜接触镜 （包括美瞳） 和
硬性角膜接触镜。 “美瞳”、 “彩片” 彩色
隐形眼镜， 可以让眼睛显得大而有神， 年
轻女性对美瞳的追捧趋之若鹜。 在此提醒
大家， 佩戴隐形眼镜要注意以下这些事项。
1、 配 戴隐形眼镜必须剪短指甲； 每
次摘戴镜片前应彻底洗净双手。
2、 应在干净、 平整的桌面上取戴镜
片， 以免镜片掉在地上。
3、 每次配戴镜片之前， 仔细检查镜
片有无破损 、 污物及沉淀物。 如有破损 ，
则不能配戴； 如有污物和沉淀物则必须清
洗后再戴。
4、 每次摘戴镜片后， 严格分清左右
镜片， 遵守先右后左原则。
5、 护理液在开瓶使用后， 每次用完
及时将盖子 盖紧， 不要用手指触摸瓶口；
护理液开封后， 在规定时间内 （一般为 3
个月） 必须更换新鲜药水。
6、 必须用专用清洗液和护理液清洗
和保存镜片。
7、 应自觉实行天天戴、 天天洗的配
戴方法， 每晚都要取下镜片， 清洁消毒。
8、 镜片长期不使用， 应每 2-3 天清
洗镜片并更换护理液， 再次使用前务必认
真进行清洗。
9、 镜盒应每 3-4 个月更换。
10、 化妆原则： 先戴镜后化妆， 先摘
镜后卸妆， 且不要使化妆品污染镜片。
11、 戴镜前观察自己的眼睛， 有任何
异常均应停戴并到医院检查。
12、 初戴者应逐日增加戴镜时间， 第
一天 4 小时， 第二天 6 小时， 5 天后可持
续戴镜 10 小时左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眼科视光中心
副主任技师、 医学博士 周霞
■相关链接

佩戴劣质彩色隐形眼镜
危害大
正规厂家生产的彩色隐形眼镜是“三
明治夹心” 结构， 色素在中间层； 而有些
劣质的彩片是直接在内层镜片上刷颜料
烤干， 镜片的材质、 透氧性不好， 对眼睛
危害大。
1、 眼睛被色素损伤。 美瞳中色素物
质脱落有可能会导致眼睛过敏、 角膜染
色， 或患上角膜炎症等。
2、 缩小视野。 有些美瞳颜色夸张且
不透明， 类似“管状视野”， 对于开车、
运动者非常不利。 建议选择时考虑光学
区较大、 色素区相对透明的镜片。
3、 角膜缺氧。 有些美瞳含水量低，
镜片透氧性较差， 长期配戴角膜缺氧将导
致眼红、 角膜新生血管等并发症， 影响角
膜健康。
4、 眼部不适。 长期配戴易导致干眼
症， 主要表现是眼干涩、 视疲劳、 眼酸异
物感、 眼睛烧灼甚至视物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