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硬适中 牙刷毛一定要软硬适
中， 太软的话不容易清理口腔中的细
菌和食物残留物， 太硬虽然能很好地
清理细菌等， 但是容易损伤牙齿。
所以牙刷毛一定要选择软硬适中的。

切口圆滑 牙刷毛都是机器切出
来的， 差的牙刷毛切口很尖， 容易
损伤牙龈， 买牙刷的时候， 一定要看
牙刷毛有没有处理过， 切口是否圆滑。

排列有序 牙刷毛一般长度为
10~12 毫米， 每束牙刷毛的宽度要在
2~4 毫米之间， 每一束之间要有一定

的间隙， 不宜太近也不宜太远。 这样
的牙刷才能有效地清理口腔细菌，
适中的间隙也能方便牙刷的清洗。

刷头窄而宽 选择牙刷头， 要
选择窄而宽的牙刷头， 这样的牙刷
头方便在口腔中活动， 可以刷到细
小的部分。

刷柄宜防滑 牙刷柄要选择防
滑的材质要和牙刷头有一定的角
度， 这个角度可以使刷牙的时候方
便用力。

胡佑志

冬季一向是火灾多发季节 ，
火灾发生的背后 ， 往往都是因为
不经意间的疏忽造成的 。 近日 ，
全国各地有不少火灾事故的 “罪
魁祸首” 都涉及电烤火箱使用不
当。 传统的生煤火方式已逐渐被
电烤火箱取代， 殊不知电烤火的
取暖方式很容易引发火灾 。 居民
家庭应提高防火意识， 烤火时注
意安全。

如何防范电烤火箱引发火灾
市民在使用电烤火箱时， 不用

的时候一定要断电， 同时要随手拿
开盖在上面的被子。 以下是五个防
范电烤火箱起火的措施：

一是电烤火箱不能过长时间使
用， 特别是不能睡觉时整晚开着，
这种不良习惯极容易引发火灾事
故， 造成人员伤亡；

二是不使用电烤火箱时 ， 要
将开关关掉后把插头也拔掉；

三是要经常检查家中电气线
路。 家中的电线或开关老化 ， 使
用电烤火箱等大功率电器时容易
造成过载或接触不良而引发火灾；

四是不烤火时 ， 毛毯 、 棉被
最好不要继续覆盖在烤火箱上 ，

以免由于温度过高引燃棉织物；
五是尽管很多烤火箱都有自

动调节温度功能 ， 但不可全信 ，
因为温控不一定精准， 在不使用
烤火箱时， 一定要记得切断电源。

火灾发生时怎么自救？
若在使用电烤箱后 ， 不小心

起火了， 我们该怎么办？
及时报警 第一时间应该确认

自己是否安全，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
情况下， 及时拨打 119 报警， 报警
时应该说明火情的具体位置， 火源
的种类， 为消防员出警提供最有价
值的信息 。 同时还应该告知火情
周围的人抓紧时间逃离火情现场。

迅速处置 在清楚火源的情况
下， 若是火情较小， 可以采取相
应的措施减小火情， 为消防员争
取更多的时间， 但是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 若
是火情无法控制， 怎么办 ？ 应及
时逃出火场， 不要逞英雄之能。

严肃冷静 要是自己已经被火
场包围， 这时候一定要冷静处置，
不要慌乱。 火情较大 、 浓烟四起
时， 应迅速找到毛巾、 衣服等沾湿
并捂住口鼻， 避免吸入有毒气体，

同时应找到被子等较厚的物品遮住
身体， 避免烫伤 、 烧伤 。 在保护
好身体的情况下 ， 我们要观察火
源的位置， 浓烟飘动的方向 ， 向
反方向逃生。

不贪恋财物 如果火势较猛，
我们应该迅速逃生， 这时候不要
贪恋财物， 钱都是身外物 ， 留得
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 所以 ， 火
场逃生时 ， 不管东西多么贵重 ，
自己多么喜欢， 我们都要毫不犹
豫地舍弃， 生命高于一切。

快速逃生 选择最安全的路
线， 迅速逃离火场。 逃生过程中，
弯腰降低身体高度， 因为热空气
都是向上运动， 同时用湿布捂住
口鼻快速逃离。 逃离过程中 ， 注
意闪避火场掉落物， 如果有能力，
也可以帮助其他人一起逃出火场。

逃生困难时 逃生困难等待救
援时， 也一定要积极自救， 不可轻
易放弃， 用湿布捂住口鼻， 逃到靠
窗的房间， 同时关门时要用被子等
塞住门缝。 此时千万不要从高楼窗
口跳下逃生， 同时也尽量减少室内
空气流通。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刘红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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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肌肤 用西红柿汁
适量， 加少许白糖， 搅匀
后涂在脸、 手等外露部位
的皮肤上， 能使皮肤变得
洁白、 细腻。

治牙龈出血 牙龈经常
出血的人， 可多吃西红柿，
连吃半个月左右即可痊愈。

除腋臭 洗完澡后 ，
选用皮红而质硬的西红柿
一个， 平切一刀， 然后用
其汁液涂擦腋窝 ， 每周
1~2 次。

治贫血 取西红柿 2
个， 鸡蛋 1 个煮熟， 同时
吃下， 每日 1~2 次。

治溃疡 胃及十二指
肠溃疡患者可用西红柿汁
和土豆汁各半杯， 混合服
用， 每日早晚各 1 次， 连
服 10 次。

杨吉生

公交车作为人们出行的公共代
步工具， 安全尤为重要。 然而， 从
近年来的情况看， 由于乘客缺乏逃
生经验， 每次起火事故都给乘客造
成了惨重的代价。 消防部门发布公
交车逃生指南， 教大家学会如何自
救， 将对人身安全的伤害降到最低。

寻找逃生出口 司机应保持清
醒的头脑， 根据 “先人后车” 的原
则， 停车、 开门、 开窗、 疏散乘客、
断电、 扑救、 报警。 当门窗无法正
常开启时， 乘客可利用安全锤打破
车窗逃生， 用手肘部或高跟鞋跟部
击破窗户脱险。

用衣物遮住口鼻 起火后， 烟
雾中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和其他有
害气体， 吸入后容易造成窒息死
亡。 用湿毛巾或衣物遮掩口鼻， 可
以有效防止窒息的发生。 若情急中
找不到衣物， 可在短时间内屏气，
快速找到逃生出口， 冲出火海。

低姿撤离防灼伤 一般情况下，
火势顺空气上升， 在贴近地面的空气
层中， 烟害往往比较轻。 所以， 要
尽量保持俯身低姿撤离状态， 不仅
可以较好地避开烟尘， 而且可以避
免火焰直接引燃衣物或者灼伤身体。

切忌喊叫要冷静 一定要保持
冷静， 盲目喊叫不但会引起大家的
恐慌， 而且烟雾和火焰会随着人的
叫喊进入呼吸道， 从而导致严重的
呼吸道和肺脏损伤。

衣服着火勿奔跑 当你冲出火
海发现衣服着火时， 切勿狂奔乱跑，
应当尽快脱掉燃烧的衣帽， 如来不
及可就地翻滚， 压灭身上的火焰。

自救同时快报警 一旦发生公
交起火事故， 在积极采用正确自助
逃生的同时， 要快速报火警， 切不
可坐以待毙。 逃生后， 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 可参与救援， 以抓住扑
救火灾的最佳时机， 避免重大人员
伤亡事故的发生。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局
副主任医师 朱本浩

医学专家不主张将嚼口
香糖作为一种时尚来倡导，
尤其是过多、 过长时间地咀嚼口香糖
有可能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首先，
大部分口香糖都是以蔗糖为甜味剂。
咀嚼口香糖时， 糖分会长时间在口
腔内停留。 口腔中的致龋菌就会利
用蔗糖产生酸性物质， 对牙齿产生
腐蚀， 致使牙齿脱钙， 从而诱发龋
齿。 其次， 使用含汞材料补过牙的
人最好不要嚼口香糖。

瑞士科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 ，

经常嚼口香糖会损坏口腔中用于补
牙的物质， 使其中的汞合金释放出
来， 造成血液、 尿液中的水银含量超
标， 从而对大脑、 中枢神经和肾脏造
成危害。 另外， 嚼口香糖对于儿童也
不利。 因为儿童的自控能力较差， 整
天把口香糖含在嘴里， 有可能吞食或
者误入气管， 危及生命。 另外， 长时
间嚼口香糖， 咀嚼肌始终处于紧张状
态， 有可能养成睡梦中磨牙的习惯，

从而影响孩子的睡眠质量。
医生建议， 咀嚼口香糖

的时间不要超过 15 分钟 ，
有胃病的人更不宜过多地嚼口香糖，
因为长时间地咀嚼口香糖， 会分泌大
量的胃酸， 这在空腹的状态下， 不仅
会出现恶心、 食欲不振、 反酸水等症
状， 长期下去还有可能导致胃溃疡和
胃炎等疾病。 用餐后咀嚼口香糖的时
间不要超过 20 分钟， 否则， 咀嚼口
香糖时分泌的消化液会损伤胃粘膜。

李德勇

冬季火灾多发
烤火要当心

12 月 16 日，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一位九十余岁
的老太太， 在房间内用电烤火箱烤火， 不慎将床单引
燃， 导致大火。 7 日， 重庆市永川区长城大厦 17 楼
一住宅突发火灾， 大火很快蔓延， 最终整间房屋里的
东西全部被烧毁， 损失惨重， 原因竟然是租客在客厅
用烤火箱给小猫取暖、 人在卧室里没注意而引发。

西红柿的妙用

选购一把好牙刷

长时间嚼口香糖不利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