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来 ， 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 汽车逐步进入普
通家庭 ， 成为常用的交通工
具。 但由于很多家长缺乏儿童
乘车安全知识， 儿童因乘车造
成伤亡的事故时有发生。 为了
确保儿童乘车安全， 下面告知
家长朋友们儿童乘车安全的六
项注意：

不要将儿童随意放在车座
位上 因为在急刹车或转弯时，
儿童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会
撞向前面或两侧。

禁止家长抱着儿童乘车 因
为在急刹车时， 儿童会成为家
长的 “安全气囊”， 家长庞大的
身体会从后面压伤儿童。

避免儿童坐副驾驶位置 不
仅因为副驾驶位置是车内最不
安全的位置， 更因为儿童身材
矮小， 当遇到紧急情况安全气

囊打开时， 会伤到儿童头部。
避免把儿童久留在车内 天

气闷热时， 儿童会因车内闷热
而导致脱水或窒息死亡。 好奇
的儿童， 也有可能触动汽车内
的一些开关而导致危险。

儿童乘车不要玩锐利玩具
汽车的颠簸会导致其划伤儿童，
而在急刹车时， 更可能严重伤
害到儿童的身体。

不要让儿童身体探出车外
第一， 在会车或超车时， 儿童的
身体探出车外是非常危险的， 也
是交通法规严格禁止的； 第二，
有些汽车的电动车窗会有自动
关闭功能， 此时将身体、 尤其是
头探出车外， 会因车窗关闭而引
发意外； 第三， 车外汽车的尾
气， 也对儿童健康造成危害。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局
副主任医师 朱本浩

冲完澡， 拿起浴巾擦干净、 顺手
把浴巾往浴巾架上一搭就出了浴室
……我们每次洗澡后不经意的一个动
作， 可能会给健康带来隐患。 因为，
浴巾若不及时清洗， 它携带的细菌甚
至可以 “媲美” 家中的马桶！

浴巾大多是棉织品， 能储存大量
水分， 而湿度是细菌存活最重要的条
件。 浴巾特殊的材质导致它很容易沾
上脏东西， 各种油脂、 皮屑、 灰尘、
汗液等粘在上面， 如不定期清洗， 就
会导致细菌成倍繁殖。 不少人将浴巾
放在卫生间， 环境潮湿， 缺乏阳光直
射， 给细菌生长创造了机会。 因此，
使用这样的浴巾擦身体， 很容易引起
皮肤瘙痒、 发红或患上皮肤疾病。

那么， 该如何清洁和放置浴巾
呢？ 建议每隔半个月， 给浴巾 “洗个
澡”： 将浴巾放在容量大一点的锅里
蒸煮， 可放入适量的碱以提高水的
沸点， 达到更好的消毒作用； 接着
用洗涤剂清洗 ， 拿到太阳下暴晒 2
小时以上 。 每次洗澡用完浴巾后 ，
一定要把浴巾放到阳光照射充足的
阳台或窗边晒晒， 杀毒灭菌。

朱广凯

一些枕头用久了 ， 就会失去弹
性， 慢慢变形， 不但不舒服， 还容易
给头部和颈部带来健康隐患。 那么，
什么样的枕头才是最好的呢？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枕头多是由
普通海绵、 记忆海绵、 棉花等填充
的。 这类枕头用久了容易变形， 弹
性也随之变差， 不能支撑人体正常
的生理弯曲。

购买枕头时， 可以试着将枕头对
折， 然后松开手。 如果枕头马上弹回
原状， 枕芯也没有明显折痕， 说明枕
头质量好； 枕头回弹速度较慢， 或者
容易留下折痕， 说明弹性已经变差，
不能为头部和颈部提供足够的支撑
力， 会影响睡眠以及骨骼健康， 引起
失眠、 落枕、 颈椎病等。

此外， 还要留意枕芯的密度， 密
度越高， 越不容易变形， 枕在上面时头
部也就越不容易陷进去， 能为头部提供
足够的支撑， 让头部感到更加舒适。

胡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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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娜纹身中的致敏成分

对于健康人来说 ， 看完
一部 3D 电影不会对眼睛造成
很大伤害， 头晕也不会损害
人体健康， 绝大部分人事后
经过短暂的休息就能恢复 。
以下是一些观影小窍门， 助
你赶上时代的潮流 ， 健康看
3D 电影：

1. 选座时尽量选靠后的
座位， 离屏幕 15 米~20 米最
好， 距离屏幕太近容易引起
视觉疲劳。

2. 要坐直身子， 正视电
视屏幕， 这样眼睛便不容易
感到疲劳。

3. 最好提前准备好适合自
己脸部轮廓和眼睛的 3D眼镜。

4. 建议近视者佩戴隐形
眼镜， 不要叠加两幅框架眼
镜， 增加眼睛聚焦负担。

5. 观看 3D 电影时， 应重
点关注电影中的实焦画面。

6. 如果看 3D 电影的过程
晕得厉害， 建议观看一定时
间后 ， 取下眼镜休息一下 ，
再继续观看。 最好看 30 分钟
休息一下。

7. 家长应根据孩子注意
力集中时间的长短、 年龄来
选择看 3D 电影， 年龄最好在
12 岁以上， 并提前准备好适
宜孩子的 3D 眼镜。

8. 长期观看 3D 电影， 儿
童视力、 成人视力都可能受到
影响， 所以不建议一次性看太
多部 3D 电影。 而且， 最好在
平时多注意护眼， 不要过度用
眼， 补充好眼睛所需的营养。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唐曼曦

苦瓜的营养价值很高， 但很
多人往往因苦瓜的苦味而望而却
步。 其实， 在烹饪苦瓜时可用以
下方法去除苦味。

1. 将苦瓜用冰冷却至 8℃以
下食用， 可减轻苦味。

2. 用苦瓜蘸酱或其它浓味
料， 可掩盖其部分苦味。

3. 先将苦瓜剖开、 去籽， 切
成丝条， 然后用凉水漂洗， 边洗
边用手轻轻搓， 洗一会儿后换水
再洗， 反复漂洗三四次， 苦汁就
会随水流出。

4. 把苦瓜和辣椒炒在一起，
可减轻苦味。

朱广凯

如何健康看 3D 电影
最近， 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 3D 电影 《头号玩家》

强势来袭。 截至 4 月 22 日， 《头号玩家》 在国内的累计票房
已经达到 13 亿元， 并延长一个月档期。 该片讲述了一个现实
生活中无所寄托、 沉迷 VR （虚拟现实） 游戏的大男孩， 凭着
对游戏设计者的深入剖析， 历经磨难， 找到隐藏在关卡里的
三把钥匙， 成功获得游戏的经营权， 还收获了爱情的故事。

电影 《头号玩家》 的故事十分有趣
和励志， 但很多人反映当他们看完电影，
摘下 3D 眼镜时 ， 出现了眼胀眼痛 、 流
泪、 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 我们不禁要
问： 看完 3D 电影， 你的身体吃得消吗？

为什么看 3D 电影会觉得不舒服?
������3D 电影将影像重合， 产生三维立体
效果， 当观众戴上立体眼镜观看时， 有身
临其境的感觉， 所以越来越多的影片开始
采用 3D 技术。 可为什么很多人会出现不
适症状呢？ 主要有以下五点原因：

1. 由于 3D 电影画面逼真， 视角切换
频繁， 使得人眼向大脑传达 “自己真的在
动” 这一信息， 但大脑却没收到肌肉运动
的信号， 于是大脑就会发生 “知觉错误”
矛盾； 加上耳前庭器的平衡感被打乱， 人
就可能出现头晕、 恶心等不适。

2. 3D 电影的屏幕上不仅有屏幕前面
或屏幕后面的实焦画面， 还有元素丰富的
虚焦布景画面， 像远景虚焦的树叶就是众
多元素里的一部分。 这些元素会让眼球反
复聚焦， 且屡屡聚焦失败， 引发调节性视
疲劳， 从而诱发眼睛酸胀、 头晕甚至恶心
呕吐等不适感。

3. 因为 3D 电影会给人以运动感， 所
以有晕车、 晕船等问题的人看 3D 电影也
会容易出现头晕症状。

4. 影院发放的 3D眼镜的瞳距量设置不
当， 通过镜片看物体发现物体产生位移或变
形扭曲， 佩戴有不舒适感， 可能引起观影
眼晕。 而且观影时很少有影院配发适合儿
童专用的3D眼镜， 造成儿童眼睛的不适。

5. 戴框架眼镜的近视者， 如在眼镜
外面再加一层 3D 眼镜， 两个视轴一旦没
重叠好， 就可能造成视觉疲劳和头晕感。

对于患有青光眼、 斜视、
严重散光等眼部疾患的病人，
以及高血压、 心脏病等病人，
不宜观看 3D 电影。 3D 电影
声光效果强烈， 容易引起瞳
孔放大、 眼压升高， 导致急
性青光眼发作。 另外， 散光
病人因光线不能准确聚焦在

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物像， 斜
视病人两眼不能同时注视目
标， 都不宜观看 3D 电影。

有严重眩晕病史 、 易晕
车晕船 、 有癫痫病史的人 ，
还有那些耳前庭器的平衡感
相对容易被打乱的人， 也不
宜看 3D 电影。

哪些人不适宜看 3D 电影?

如何健康看 3D 电影?

四法减轻苦瓜苦味

对折枕头辨好坏儿童安全乘车六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