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带上
小伙伴或加入一个可信的跑步团
体， 将大大提高安全系数。

去除地毯污渍 在水中
加入几滴洗发水， 然后将混
合水拍在地毯的污渍上面，
再用干毛巾或纸巾吸干上面
的水分， 重复几次， 地毯上
的污渍就清洁干净了。

顺滑拉链 很多外套都
带有拉链， 拉链卡住时， 只
需要滴一滴洗发水到拉链卡住
的地方， 立刻能让拉链顺滑。

清洁梳子 用过多次的
梳子， 上面总是有很多油渍，
难以清洗。 可在盆中放入一
些热水， 将梳子放进去， 然
后加入一点洗发水， 让其泡
上 10分钟左右， 再用刷子轻
轻一刷， 用清水冲洗两次，
梳子就会彻底干净。

擦拭花叶 家里的绿色
植物摆放久了， 上面会积满
灰尘， 可在清水中放一点洗
发水， 然后用抹布浸湿再拧
干， 再用来擦拭花叶， 花叶
就会变得非常干净了。

胡佑志

三合油 把 50 克酱油、 10 克
米醋和 10 克香油依次倒入碗内 ，
加少许味精调匀即成。

花椒油 取花椒、 花生油各适
量。 将花生油倒入锅内烧热 ， 放
入花椒， 待炸出香味后捞出花椒
即成。

葱姜油 将葱和姜均切成细
丝， 先将姜丝放入油锅内炸至焦黄
色， 再放入葱丝炸至葱味溢出， 把
姜丝和葱丝拣出， 即成葱姜油。

辣椒油 把红辣椒切成末并用
热水泡一会儿， 捞出沥干。 将豆油
放入铁锅内烧热， 投入葱、 姜炸黄
后捞出 （以提高豆油的香味）。 锅
离火 ， 待油温降至 40℃左右时 ，
投入辣椒， 用慢火炒至红色， 香辣
爽口的红辣椒油就做好了。

杨吉生

我们在换季的时候， 常常会咳
嗽或者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 除了
季节因素 ， 也常常和居家生活有
关。 很多小细节， 可能让我们的呼
吸系统受到伤害。

一些家庭喜欢华丽的窗帘， 这
其实对健康并不利。 通常， 在不影
响隔光的情况下， 居室以挂薄纱窗
帘为好， 并经常清洗， 避免挂较厚
面料的窗帘， 因为厚料窗帘会沉积
更多的灰尘。

在每天开闭窗帘的时候， 对灰
尘接触最多， 我们的呼吸道很容易
受到刺激， 尤其是一些哮喘病或者
呼吸道敏感的人群。

此外， 家中的地毯和床铺也是
多种微小生物的安乐窝 。 因此哮
喘患者尤其不能铺设地毯 ， 尤其
是化纤地毯， 因为化纤地毯所散发
的过敏物质， 也是过敏源， 可加重
哮喘。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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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 生命永远是最宝贵的，
不论何时何地何事， 一切皆可舍，
首先要保命。

再记住， 遇到危险时， 镇静才
能挽救自己。 想尽一切可保命的办
法挣脱控制， 然后以最快速度跑开
求救， 不要与施害者过多纠缠。

1. 与男性施害者正面相对时，
用膝盖攻击其下体。

2. 施害者从后面勾住你的脖子
时， 用力掐其大臂内侧。

3. 施害者掐住你的脖子时， 用
力将其小拇指掰折。

4. 突然被施害者拦胸抱住时，
用力向上击打其下巴。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唐曼曦

女性应如何注意自身安全
最近， 郑州一名女子网上购物时， 因卖家

迟迟不发货而点击投诉， 不想在微信签名中要
“顾客虐我千百遍， 我待顾客如初恋” 的卖家变
了脸， 不但频发骚扰电话和恐吓短信， 还奔波
千里到郑州骗出女子进行殴打， 致使女子身心
受创。 而不久之前， 一名 31 岁女子在四川乐山
市嘉州绿心公园夜跑时被害， 犯罪嫌疑人李某
已被抓获归案， 此类事件的多次发生也引发女
性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在生理上 ， 男性比女性更
有体力优势 。 面对不法男性的
暴力威胁时， 女性应时刻关注自
身安全， 避免与男性直接冲突，
学习防护技巧 ， 及时呼救和报
警， 保证生命安全。

网上购物要安全
1. 网上购物， 收货地址最好

填工作单位， 写家庭地址不要具
体到单元门牌号。

2. 在跟客服谈问题时， 尽量
有理、 礼貌， 不要人身攻击， 友
好解决问题。

3. 在接到陌生快递人员电
话时， 先要核实是哪家快递公司
的人员， 再对照自己所买物品的
物流信息， 不要轻易见面。

4. 如果收快递时家中只有
你， 下楼收货或让快递员放储
存柜 、 小区物业 、 超市等地 ，
签收快递后将单据撕碎或涂黑
再丢弃。

1. 如果家门口有小报、 广告，
一定要及时拿掉， 有小偷据此判
断有没有人在家。

2. 回家的时候养成说 “我回
来啦” 的习惯， 避免别人知道你是
一个人生活。

3. 家有电器或设施坏掉 ， 一
定要找物业或官方维修人员， 不要
找路边小店的人上门修理。 约定上
门时间后， 也要尽量找可信赖的男
性陪你， 不要给维修人员造成你是
独居的印象。

4. 遇突然断电、 门外有小孩
哭等， 不要贸然开门。

1. 选择明亮且熟悉的路线， 最
好是有摄像头监控的区域。

2. 别每天跑同一路线。 选择几
条舒适的跑步路线， 定期更换。

3. 逆着车流跑步。 永远让路上
的驾驶者看到你， 你也能看到他们
的动向。

4. 让自己变得醒目 。 颜色鲜
艳、 荧光材质的跑鞋、 服装是必备
的， 甚至可以买带 LED 或者可以
发光的夹子夹在身上。

5. 尽量不带贵重物品， 但手机
和证件应随身携带， 遇到紧急情
况， 能联系家人、 确定身份。

6. 夜跑时最好不要戴耳机， 如
果要戴可以戴一只耳朵， 或将声音放
小， 从而可以听到车辆靠近的声音。

1. 保持警惕 ， 不轻易信任别
人， 特别是不要轻易吃别人的东
西， 喝别人给的饮料。

2. 只身一人和朋友出去玩， 一
定要把行踪告知亲人或知心的朋友。

3. 在 KTV 或酒吧里， 对喝的饮
料要注意， 凡是离手的都不要喝。

4. 永远不要在家以外的地方醉
酒， 因为这样你会面临失德、 失仪、
失态、 失言， 甚至失身的危险。

农药滥用是不少食品安全源头
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 蔬菜、 水
果、 茶叶等多品种、 多项目农残超
标不容乐观。 那么， 如何清洗果蔬
上的残留农药， 让食用更安全呢？

首先， 用流动的清水清洗， 是
清除蔬果上的污物及残留农药的基础
方法。 升级版的水洗方法是， 先用水
冲洗掉表面污物， 然后用清水浸泡
5~10分钟， 浸泡之后再用流水清洗。

浸泡过程有几点需要注意：
1. 浸泡时间不宜过久 。 实验

表明， 浸泡时间过久不仅收效甚
微， 而且还容易导致营养素流失。

2. 不要将蔬菜切碎或折断后
浸泡， 以防止营养物质如维生素的
损失， 同时有害物质也容易从切口
进入果蔬内部。

3. 可以用碱水浸泡 （一般 500
毫升水中加入碱面 5~10 克）。 此法
主要针对有机磷杀虫剂， 其可在碱
性环境下迅速分解。 清洗草莓、 葡
萄之类外表软糯的水果时， 用此法
很方便。

4. 叶类蔬菜可以放在沸水中浸
泡 2~5分钟， 在沸水中焯一焯， 有利
于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加快分解。

5. 不推荐用盐浸泡。 盐可以将
果蔬里的微生物、 寄生虫赶出， 但
并不能帮助去除农药， 还会使人体
含钠量增高， 加重身体负荷。

其实， 农药往往滞留在果蔬外
皮上， 尤其是表面凹凸不平或多细
毛的外皮更容易沾染， 所以对苹
果、 梨子和瓜类等而言， 直接削去
外皮是一种较好的去除残留农药的
方法。

另外， 果蔬清洗剂可增加农药
的溶出， 但可能会成为化学物除害
剂残余的新来源， 所以使用后还要
多水洗几遍。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食品安全监测科医学博士 王欣梅

动手制作调味品

独自在家要小心

夜间跑步要留意

聚会娱乐要当心

危急时刻要记住

洗发水的四种妙用

挂薄纱窗帘可保护呼吸道

生活小妙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