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小妙招

生活百科
２０18年5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殷映月 邮箱：284820975@qq.com 版式：王思贤09

高跟鞋美则美矣， 对身体的伤
害却不容忽视。 所以， 要尽量减少
高跟鞋对我们的伤害， 我们可以在
这些方面努力。

1.�选择一双正确的高跟鞋 日常
高跟鞋跟不超过 5 厘米， 不穿尖头高
跟鞋， 避免长时间穿高跟鞋， 鞋的用
料要透气， 鞋的松紧要恰当。 需要在
工作中穿着高跟鞋的女性， 可在办公
室准备一双平底鞋换着穿。

2.�使用防滑的皮质鞋垫或足弓
垫 这些小工具可以支撑足弓， 减轻

足部压力， 减少硬地对足或下肢的
力学影响。

3.�坚持每天做锻炼 拉伸小腿后
侧肌肉， 用泡沫轴滚揉小腿后侧肌
肉 ， 足底筋膜松一松 ， 每天 “蹿 ”
着走一走， 使每一个足趾均得到力
的刺激， 从而有效地预防拇外翻。

4.�坚持每天用 40℃左右的温开
水泡脚 热水可以促进足部血液循
环， 减少拇囊炎等局部病变的发生。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
副主任医师 刘华

5 月 8 日 ~19 日， 第 71 届法
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隆重开启， 在走
红毯环节上， “暮光女” 克里斯
汀·斯图尔特作为今年戛纳电影节
唯一的“90后” 评委， 毫不在意媒
体的“长枪大炮”， 在走红毯时脱
掉了高跟鞋放飞自我！ 克里斯汀这
个举动， 一定引起了很多女同胞们
的共鸣。 高跟鞋， 真是令女性又爱
又恨的疼痛的美丽。

高跟鞋起源于法兰西，
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四个子
比较矮， 喜欢穿带跟的鞋，
渐渐地， 追逐潮流的法国人
纷纷穿上了高跟鞋， 高跟鞋
也随之传播到了全世界。

高跟鞋除了视觉上能
让穿着者 “长高”， 还有许
多其他的好处 。 女性穿上
高跟鞋 ， 显得有气质 、 知
性 、 美丽大方 。 由于姿势
原因 ， 女性穿上高跟鞋后
会变得胸部挺拔 、 臀部后
翘 、 腿部细直 ， 所以 ， 高
跟鞋是众多女性爱之又爱
的东西。

还有一些女性穿高跟
鞋则是因为职业需要 。 在
一些职业中 ， 穿着正式的
服装和高跟鞋是工作要求，
这类女性往往需要长时间
穿着高跟鞋。

高跟鞋一定得穿对， 否则它将
给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 这句
话相信许多女性听过很多次了， 但
是到底有哪些伤害呢？

1. 对于足部， 长期穿高跟鞋是
拇外翻的首要致病因素， 足趾会变
形， 可出现锤状趾、 鸡眼、 厚茧甚
至是扁平足；

2. 对于踝关节， 它因受力不均
衡， 可导致崴脚或扭伤；

3. 对于膝关节， 它因负荷量明
显增加 ， 可出现退行性骨关节病 、
关节炎；

4. 对于腰椎和颈椎， 损害更大，
只是这种损害往往发展比较缓慢， 所
以也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为什么你要穿高跟鞋？ 高跟鞋穿得不对会带来伤害

如何穿高跟鞋可减少伤害？

开启前先通风 当汽车经过一天
的暴晒以后， 车内温度较高， 这时候
直接开空调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把
4 个车门和天窗打开， 让车内的空气
流动 3 分钟， 能够很快降低车内温
度， 此时开空调制冷效果更好。

合理运用内循环 内循环是把车
外的热空气阻隔在了外面， 车内形成
了一个密闭的空间 ， 让空气快速对
流， 可以达到迅速降温的效果。 当车
内温度降下来以后， 每 30 分钟开启
一次外循环， 净化车内空气 5 分钟之
后再切回内循环。

及时关空调 停车熄火后， 有的人
空调的按钮也不按， 导致下次点火的
时候空调直接开启， 加大发动机的负
担， 正确的方法是在停车前 5 分钟关
闭空调， 保护了发动机， 又能省油。

出风口向上 空气的对流原理是
热气向上走， 冷气向下降， 我们应该
把空调出风口向上吹， 在冷空气下降
的过程中， 可以让车内迅速降温。

高速开空调 有些车主为了省油在
高速上选择不开空调开车窗降温， 其实
汽车在快速行驶过程中， 有 80%的油耗
都是用在抗拒空气阻力， 开车窗通风阻
力更大， 因此这时开空调更加省油。

兰小英

八角也叫大料、 大茴， 是
一种常用的调味香料， 内含挥
发油， 医药上用作健胃和祛痰
剂， 是我国特产之一。

八角顾名思义， 形呈 8 个
角， 角质肥厚， 不法商贩兜售
的八角一向都是野生植物芒草
子， 其外形酷似八角， 只不过
芒草子是 10 至 12 个瓣， 瓣中
也含有籽， 较八角籽小一些，
并且也有香辛味， 但其味只有
靠近鼻子才能嗅到。 要注意的
是芒草子具有一定的毒性， 千
万不能食用。

辨别真假的方法一是闻气
味 ， 真八角有较浓的小茴香
味， 而假的闻之有一股樟脑气
味， 两者气味明显不同； 二是
看形状， 真的只有 8 个角， 而
假的却有 10 至 12 个角。

泽川

白酒性温， 味甘苦辛， 不仅
可以供人们饮用， 还是生活中不
可多得的好帮手。

去除衣服上的油渍 如果衣
服上不小心沾上油渍 ， 很难洗
掉， 可以试试在有污渍的地方倒
些白酒， 再不停地揉搓， 就会看
到油渍慢慢褪去， 这种方法对衣
服上的膏药渍也特别有效。

去除鞋子里的臭味 可以将
白酒喷一些在鞋内， 晾干之后可
以去除鞋子里的臭味。 不能直接
用白酒泡鞋， 否则会导致鞋子开
胶、 褪色。

去除冰箱异味 可以用白酒
擦拭冰箱内部， 进行杀菌消毒，
减少异味。

洗澡泡脚活血杀菌 古代中
医认为酒具有通经活络的作用，
用来泡脚有保健效果， 能够疏通
人体经络、 活血化瘀、 消除病菌。

通经活络治扭伤 若是不小

心扭伤了， 可以将白酒擦在扭伤
的地方， 反复涂抹擦拭， 直到有
热感。 每天晚上睡觉前做一次，
能减轻伤痛， 加快康复。

减轻食物的味道 做菜的时
候如果醋放多了 ， 可以加点白
酒， 减轻醋味； 若是在做红烧牛
羊肉时加点白酒， 不仅能消除膻
味， 还能保持肉的鲜美； 如果在
切鱼的时候 ， 不小心把胆弄破
了， 在沾上胆汁的地方抹一些白
酒， 然后再用冷水冲洗， 就可以
消除苦味了。

防虫驱虫 豆类、 大米在存放
的时候很容易生虫 ， 可以把豆
类、 大米装在容器或者袋子中，
然后均匀地喷上一些白酒， 把口
袋扎紧或者盖好盖子， 就可以防
止生虫了。 如果家中种了多肉植
物， 发现上面有虫洞， 也可以用
白酒擦拭， 驱虫效果特别好。

董芳

饮茶有益健康 ， 但方法要讲科
学， 否则将直接影响其养生保健功
效。 以下种种误区就值得重视：

饮“头遍茶” 茶叶在栽培与加
工过程中受到农药等污染， 其表面常
有一定的残留量， “头遍茶” 中有害
物浓度高， 应弃之不饮。

空腹饮茶 空腹饮茶可稀释胃
液， 降低消化功能。

饭后饮茶 由于茶叶中含有大量
的鞣酸， 鞣酸可与食物中的铁元素发
生反应， 生成难以溶解的新物质， 肠
道黏膜难以吸收， 时间一长引起人体
缺铁， 甚至诱发贫血症。 正确的方法
是： 餐后 1 小时再饮茶。

睡前饮茶 茶叶中含有咖啡因、
茶碱和可可等， 都具有较强的提神兴
奋作用。 如果在睡前饮茶过多， 不仅
让人兴奋失眠， 还会增加小便次数。
特别是患有失眠、 消化性溃疡、 冠心
病、 高血压的老年人， 更应注意。

饮浓茶 浓茶会使胃粘膜收缩、
蛋白质凝固， 并冲淡胃液影响消化和
人体对铁质的吸收， 还会影响睡眠。

发热时饮茶 茶叶中含有茶碱，
此种物质会提高人体温度， 并可影响
降温药物作用， 从而加重病情， 因此
发热时不宜饮茶。

经期饮茶 女性在月经期饮茶，
特别是饮浓茶， 可诱发或加重经期综
合征。 经医学专家观察， 经期饮茶与
不饮茶者相比， 有饮茶习惯者发生经
期症的要高出 2.4 倍。

浓茶解酒 浓茶不但不能解酒，
还会产生副作用， 因为茶叶中所含的
咖啡碱与酒精结合会起化学反应， 使
醉酒者更加痛苦。

杨吉生

如何辨别真假八角
白酒是个好帮手

汽车开空调五窍门

美丽高跟鞋后隐藏健康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