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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泡再洗 换季衣物需彻底
清洁， 再集中整理收纳。 衣服不
要入水直接就洗， 应加上洗涤剂
先浸泡 10 分钟为宜， 但不要泡
很久， 否则反而难洗干净。

不同污渍， 洗法不同 衣物
上的血迹要用冷水才能洗净； 红
酒渍等最好先用酒精揉搓再清
洗 ； 水果渍要马上清洗 。 衣物
洗涤不干净 ， 放久了会发黄 ，
如丝绸 、 羊毛甚至尼龙等织物
在紫外线 、 氧气的作用下 ， 会
氧化泛黄 。 衣物泛黄后较难处

理 ， 可用草酸 、 柠檬水擦洗变
黄的部位 ， 也可用衣领净等含
有次氯酸钠的清洗剂漂白 （但
在清洗丝绸 、 羊毛和含莱卡的
弹性织物时不能用）。

不同织物， 存法不同 棉织
物、 丝绸织物易受压起皱， 最好
存放在衣柜的上方， 减少受压，
或尽量悬挂； 化纤织物日常存放
一般不会起皱， 可放在衣柜的下
方； 丝绸织物， 特别是白色和浅
色的， 最好放在塑料袋中， 抽掉
空气， 避光保存。

不同材质， 去皱各异 衣物
起皱后， 含化纤成分较高的织物
主要是靠干热熨烫或热风去褶
皱； 含棉、 粘胶、 天丝、 麻等成
分较多或纯纺织物， 主要靠湿热
熨烫去皱； 丝绸织物起皱后较难
去除 ， 洗涤时尽可能不要用力
拧， 最好是在较湿的状态下用手
将衣物整平后晾干； 含羊毛较多
的或纯毛织物可用蒸汽熨斗熨烫
平整， 或将衣物挂起来， 一段时
间后， 自然平整。

邓纯

误用美容小道具 有些美容小道具
的确为我们护肤提供了很多乐趣与方
便， 但很多人在使用时， 却没有注意这
些小道具的具体操作规则。 如果错误使
用不仅不能发挥出其功能， 反而容易造
成肌肤损伤， 加快皮肤衰老。

频繁去角质 面部皮肤相对娇嫩，
如果频繁去角质， 会违背皮肤的自然代
谢规律。 肌肤在失去角质的保护后， 很
容易发生接触性皮炎， 增加细菌感染几
率。 过度地去角质还会伤害到肌肤真皮
层， 造成肌肤过敏、 红肿的情况。

没有补涂防晒霜 爱美的女士在出
门前都会涂一层防晒霜， 以为可以防晒
一整天， 但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 如果
频繁出汗， 或被雨水淋到， 防晒霜保护
网就会面临漏洞， 这时就需要及时补涂
防晒霜。

错用撕拉式面膜 撕拉式面膜在使
用不当的过程中， 容易造成毛孔增大，
久而久之容易加速皮肤衰老。

乱叠加精华 当护肤遇到瓶颈的时
候， 很多人都倾向于使用多款不同的精
华， 加强护肤的效果。 但使用不同品牌
的护肤品， 很可能造成各种不同护肤成
分间的化学作用， 给肌肤带来过度负
担， 从而加速肌肤衰老。

兰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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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新收获的大米叫新米， 颜
色白中泛青， 含水分较多， 煮熟的
饭糯性大， 柔软清香。 存放时间很
久的大米又叫陈米， 其味道较新
米差， 口感较粗糙。

看新旧 大米陈化现象较重
时， 色泽变暗， 黏性降低， 失去大
米原有的香味。 表面呈灰粉状或
有白道沟纹的米是陈米， 其量越
多则说明大米越陈旧。

观硬度 硬度是由大米中蛋白
质含量多少所决定的， 大米的硬
度越强 ， 说明蛋白质含量越高 ，
其透明度也会越好。 一般情况下，
新米比陈米硬， 水分低的米比水
分高的米硬， 晚米比早米硬。

用鼻闻 取少量大米放于手
中， 将鼻子靠近轻嗅， 正常的大
米没有异香、 异味。 新大米有自然
清香气， 陈大米没有香气。

泽川

为了避免此类惨剧的再
次发生，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
如何预防车辆自燃呢？
1.�勤检查 保养油路电路

养成定期检查发动机机
舱油路电路的习惯， 如果发
现线路出现明显破损， 应及
时到专业的维修保养店进行
修复。 如果发现电路有轻微
的破损， 可以拿绝缘胶布进
行封扎 。 如果有残余的油
迹， 建议清理干净消除安全
隐患。
2.�车内勿放易燃易爆物品

车内除了不能存放香
水、 打火机这些易燃易爆物
品之外 ， 也不能放老花眼
镜、 水晶饰品等物品， 因为
它们可能会把光线聚焦从而

点燃车内物品。 车内应该放
置一个车载灭火器以备不时
之需。
3.�车辆切勿长期暴晒

尽量把车停在室内停车
场或者树荫下， 避免车辆长
时间在阳光下暴晒。
4.�细心处理汽车改装线路

汽车改装、 加装设备需
要改装电路时， 一定要把接
口扎实并且注意把线路收扎
成束。 建议车主找专业的机
构或者维修店进行安装。
5.�勿连续长时间驾驶

如要连续长时间驾驶 ，
建议中途多休息几次。 一来
舒缓司机驾驶疲劳， 二来也
让汽车好好休息。

本报综合

长沙市岳麓区交警大队三中队民警
周睿提醒， 秋冬季节气候干燥， 是车辆
自燃的多发期。 发现车辆自燃时， 驾驶
人应务必保持沉着冷静， 熄火并开启车
门， 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1. 当驾驶员在行驶途中遇到仪表显
示水温过高或闻到焦糊味时， 应及时靠
边停车检查。

2. 如果发现车辆冒烟或出现明火
时， 驾驶人务必保持沉着冷静， 要第一
时间熄火并开启车门， 组织车上人员下
车后再进行扑救。

3. 在停车时务必要观察周边情况，
不要忘记拉手刹， 以防因溜车而导致发
生事故。

4. 在驾车过程中， 如果遇到车辆爆
胎等紧急情况， 勿慌乱， 应紧握方向盘
防止车辆失控。

5. 市民遇到车辆自燃发生时， 确保
安全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拨打 119 和 122
报警电话。

近日， 湖南省宁乡市沙
田乡宝云村大塘组路段一辆小

车滑入沟中， 碰到里面的石头， 引
起车辆引擎盖部位起火自燃， 驾
驶人谢女士慌乱中跳车而逃， 而
车内一名 35 岁的伍姓男子、 一名
7 岁女童和 4 岁男童身亡。 此次事
故， 再次提醒各位有车人士开车
时要警惕车辆自燃预兆， 在事故

发生时保持冷静， 平时也要
警惕车辆自燃预兆。

车辆自燃有预兆
平时预防很重要

车辆自燃是有预兆的。 不要忽视异
味， 如车辆冒出刺鼻的橡胶焦糊味， 或
能闻到浓浓的汽油味， 前者提示车辆可
能在冒烟， 后者提示车辆发生了问题。
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紧急熄火停车， 且
停车后的第一要务是把车门解锁， 方便
车内所有人及时逃生。

警惕车辆自燃预兆

驾车时遇紧急情况勿慌乱

如何预防车辆自燃

如何鉴别大米新旧？

巧洗换季衣物 多招存放去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