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包清洁保养得当， 不但美
观洁净， 还能延长使用寿命。 清
洁皮包可用酒精、 洗涤剂、 清洁
布和吸水布这 4 样物品。

1. 洗涤时， 首先在盆中滴 2
滴洗涤剂， 加两碗水稀释。

2. 把清洁布放入洗涤剂溶液
中浸湿， 然后涂擦皮包表面， 直
到可见污垢去除。

3. 将清洁布用清水洗干净，
用其擦掉残留洗涤剂， 防止洗涤
剂在皮包表面形成一层膜。

4. 用吸水布擦拭皮包表面，
吸干皮包表层水分。 注意如果不
擦干皮包， 可能会导致皮包变硬
或是霉变。

5. 将酒精和水按照 1:1 的比
例调好后， 用其擦净皮包， 然后
将皮包擦干即可。

胡佑志

看看都市人的厨房、 卫生
间 ， 很多家庭中厨房的水槽 、
浴缸的下水管、 卫生间地面排
水管经常堵塞， 还经常有小飞
虫在爬， 这是一个很让人头疼
的问题。 更让人担忧的是， 下
水管道中的病菌非常多， 根据
相关检测数据， 其中的细菌菌
落总数最大达到1800 万个∕平
方 厘 米 、 霉 菌 检 出 率 高 达
83.6%。 那么， 有什么好的清理
方法吗？

对家庭排水管道的清洁 ，
大多数人都是堵了才想起疏通。
其实， 对于家用下水管道而言，
常养护胜于急疏通！ 大家要树
立定期养护管道的意识， 掌握

正确的方法， 做好下水管道的
日常性养护工作， 避免管道成
为病菌繁殖的温床。 在日常生
活中， 大家在每次洗碗前， 应
先将饭菜渣倒入垃圾桶， 然后
再冲洗碗筷。 每周至少两次用
消毒剂清洗水槽， 也可沿下水
道注入开水等溶解污垢， 还可
先把半杯熟苏打粉倒入下水道，
再倒半杯醋， 苏打与醋中的酸
发生反应后就能去除管道中黏
乎乎的油脂物质。 同时使用专
业的管道养护剂定期对下水管
道进行清洗及消毒、 杀菌， 保
持下水道通畅。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近日， 一则“失联两天， 一名空姐深夜滴滴打车遇害” 的消
息刷屏， 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5 月 5 日深夜， 21 岁的空姐李
某在打车后惨遭司机刘某杀害， 作案人员是一名顺风车司机， 身上
携带凶器， 作案后跳河逃走。 5 月 12 日， 警方确认作案司机与河中
发现的尸体 DNA 样本一致， 宣告作案司机身亡。 事实上， 滴滴顺
风车车主杀人案件并非孤例。 2017 年 5 月 14 日， 30 岁的甘某 （女
性） 通过滴滴出行预约了一辆从重庆市永川区前往巴南区的顺风
车， 因迟到以及对路线不熟悉等原因与 22 岁的车主周航发生口角
纠纷， 被周航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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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车留个心眼
防范网约车风险

不少人乘坐网约车出行， 如
果安全意识薄弱， 就难免出现疏
忽大意的情况。 这里为大家送上
深夜打车安全手册， 条条救命！

1.�晚上少去人少偏僻的地
方 打车出行时尽量不要去人少
偏僻的地方， 尽量要求司机走照
明能见度好， 行人车辆较多的路
段。 夜晚乘车尽量选择家附近比
较明亮、 人较多的地方下车， 如
24 小时便利店、 水果店等。

2.�晚上最好结伴出行 深夜
打车最好结伴出行， 尤其是年轻
女性， 尽量不要单身出行。 一个
人最好选择在白天乘车外出。

3.�选择正规平台出租车 打
车时不要选没有牌照的车， 尽量
选择正规、 大型出租公司的车。

4.�把信息告诉家人朋友 女
性单独外出时， 上车前最好给家
人或朋友打电话说明所坐出租车
的车型、 车号、 上下车的地点。

5.�避免发生争执和冲突 上
车后要注意尽量不与司机发生争
执， 以免意外发生。

6.�女性打车尽量坐后排 女
性上车后尽量坐在司机后面的位
置， 千万不要坐在副驾驶位置。

万一不幸出车祸， 这是最安全的
位置。 而且在这个位置司机如果
产生歹念， 发动袭击最不方便。

7.�不要随便与陌生人拼车
不要随便与陌生人拼车， 如发现
情况不对， 应立即报警或求救。

8.�坐车时千万留意路线 打
车时要随时注意行车路线， 不要
始终玩手机或是睡觉， 发现行车
路线不对随时提出来， 防止出现
意外情况。

9.�个人信息谨慎透露 不要
与司机攀谈过多， 特别是不要聊
到涉及单身、 钱财方面的话题。
出门在外不露财， 女性晚上穿着
偏保守一些为好。

10.�选择正确的呼救方式
正确呼救， 不要一味喊 “救命、
救命……”， 最好盯住某个人 ，
清楚告知自己的处境， 请其帮忙
报警等。

11.�车辆信息不符的车不上
如果乘客在搭乘车辆时， 遇到车
牌信息和 APP 显示不符、 车型不
一致的情况要拒绝搭乘车辆， 并
可通过 APP 内的投诉通道直接
反映。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刘红慧

近些年来 ， 随着滴滴 、 Uber
等打车软件的盛行， 通过移动应用
软件来租车和约车 （俗称 “网约
车”）， 已经成为当下都市人群流行
的出行选择。 从用户安全角度看，
网约车出现的好处在于， 它将形成
可视化以及能够实现 GPS 的实时
监控， 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用户安
全。 在 APP 中， 滴滴还设置了紧
急求助按钮， 报警可直通公安部
门。 但另一方面， 网约车严重依赖
线下交易， 平台技术层面的漏洞也
更容易被利用。 在线下交易时， 更
偏重考量人性和信任 。 根据滴滴
App 中的招募信息显示， 顺风车车
主的申请条件相对于滴滴快车司机
更为宽松， 车辆既可在本人名下，
也可不在本人名下， 车主审核时效
最快为 48 小时， 新车或新驾照则
需要 7~14 天。 这些因素导致网约
车存在种种安全隐患。

网 约 车 存 在 四 大 问 题
1.�监管存漏洞 网约车真实牌

号与平台上显示的不一致的问题，
被不少乘客投诉。 网约车先后多次
曝出人车不匹配、 司机辱骂、 殴打
乘客甚至车内不雅举动等事件， 有
网友质疑， 作为国内第一大网络约
车平台， 滴滴对于司机资质的把
控和监管上存在明显漏洞。

2.�网约车事故多 网约车事故
率高于私家车， 大部分网约车在交
通事故中负主责。

3.�爽约车、同路不同价等乱象
频现 随着网约车市场日渐扩大，
问题随之产生： 平台低价竞争， 服
务却在缩水； 号称提升用户体验，
维权却石沉大海。 北京朝阳区白领
刘凌讲述， 自己经常遇到 “同样时
间、 同样始发地、 同样目的地”，
却 “收费不同” 的约车经历， 有时
10 分钟车程账单高达 200 多元 。
向平台投诉， 也是石沉大海。 司机
刷单炒信， 网约车秒变 “爽约车”，
车主营运资质不达标， 车辆年检不
合格， 充值退费等问题频频出现。

4.�评价信息暴露用户隐私 有
多人爆出， 滴滴顺风车司机在接单
前， 不仅可以查到对方几个人， 去
哪里， 甚至还能看到对方的性别、
职业、 年龄、 长相以及之前司机的
评价等信息。

新买回来的衣服必须用食盐水浸
泡后洗一洗再穿， 因为新衣服上可能
残留有防皱处理时的化学药品甲醛。
因食盐能消毒、 杀菌、 防棉布褪色，
在穿新衣服之前， 须先用食盐水浸
泡， 并清洗干净。

另外， 接触过樟脑丸的衣服不宜
马上穿。 樟脑丸含有的萘是一种有毒
的化工原料。 接触过樟脑丸的衣服，
尤其是内衣裤等， 穿前应在日光下晒
一晒， 或放在电风扇下吹 5~6 分钟，
使渗入织物内的萘迅速挥发掉。

兰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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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清洁皮包

莫忽视下水道养护

新衣服盐水洗后再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