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厨房是居家烹饪的地方， 要保持清
洁卫生， 同时， 有些用品还需常更换。

不粘锅 不粘锅的表层涂料如果被
划伤和损坏， 在低温时会释放出无色、
无味的有毒气体。 所以， 如果不粘锅的
涂料损坏了， 应赶紧换个新的为妙。

烧烤用具 烧烤时我们经常会用到
小刷子， 给食物刷上烧烤汁或者蜂蜜。
有些刷子很容易掉毛， 如果出现刷毛脱
落的情况， 最好换一把新的。

菜板 菜板， 无论是木材的还是塑
料的， 都需要定期更换。 肥皂和水可以
清洁其表面上的细菌， 但频繁使用菜刀
时导致的擦伤和割伤， 留下的缝隙里仍
会藏有大量细菌， 故用了一段时间后要
换新的。

海绵 洗碗用的海绵因为多孔， 很
容易长期处于潮湿状态， 这会令海绵成
为细菌生长基地。 所以， 除了用消毒液
漂洗或用热水烫洗， 最好定期更换。

抹布 如果你在擦菜板、 灶台的同
时， 还拿抹布来擦手， 那么你很容易因
感染细菌而生病， 所以最好分类使用抹
布并定期更换新抹布。

山东省平阴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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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妙招

消毒剂越浓越好 消毒剂都有一定
的毒副作用， 浓度过高会刺激人的口
腔、 呼吸道、 肺部， 时间久了可能导致
器官和组织受损， 使其变得脆弱， 反而
容易感染。 因此， 在使用消毒剂前应根
据说明书适当稀释。

消毒就是灭菌 “消毒 ” 和 “灭
菌” 两个词在生活中常被混用， 其实两
者含义不同。 消毒是杀灭微生物， 但不
能杀死芽孢等还在 “休眠状态” 的微生
物； 灭菌是杀灭包括芽孢在内的所有微
生物。 也就是说， 灭菌的要求比消毒更
严格， 通常用在食品工业和医药领域，
生活中很难实现。 所以平时只需要消
毒， 将致病微生物的数量减少到不会引
起人发病即可。

用消毒剂洗内裤 很多人会用消
毒液浸泡、 清洁内裤， 但这样不仅不
能有效杀灭内裤上面残留的有害细
菌， 还有可能因为清洁不到位 ， 造成
化学物质的残留， 从而引发私处各种
问题和病症。 一些以对氯间二甲苯酚
为主要原料的消毒液， 在使用过程中
由于其杀菌成分不溶于水的特性， 极
易在使用过程中形成苯酚， 危害身体
健康。

在家中喷洒消毒剂 要想让家中空
气保持新鲜， 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在家中
喷洒消毒剂消毒杀菌， 而是开窗通风。
家里毕竟不是医院， 细菌量有限， 如果
有消毒液水汽滞留在空气中， 被人吸入
后反而会损害呼吸道。

每天都使用消毒剂进行清洁 除非
是需要预防传染病， 否则不必频繁使用
消毒剂， 更不必每天使用。

兰小英

1. 衣物上粘有口香糖难以除去， 可
将衣服放入冰箱。 口香糖经冷冻后变脆，
用刀片很容易刮掉。

2. 家中收藏的书籍， 时间长了会生
虫。 把书用塑料薄膜包好， 放入冰箱内冷
冻 12 个小时， 蛀虫会全部冻死。

3. 如果书籍不慎被水浸湿， 不论晒
干还是晾干， 都容易变皱变黄。 可将湿书
抚平， 放入冰箱冷冻室内， 两天后取出，
书即恢复原样， 既干又平整。

4. 因受潮而软化的肥皂， 放入冰箱
冷藏室内， 数小时后就可恢复坚硬。

5. 绿豆、 黄豆、 赤豆等豆类一般不易
煮烂， 但只要先煮一下， 待冷却后放入冰箱
冷冻室， 半天后取出再煮， 就容易煮烂了。

6. 栗子煮熟后不易剥壳， 只要冷却
后在冰箱里冷冻几小时， 就可使壳肉分
离， 栗子肉剥出更完整。

泽川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 衣服也越来越多， 特别
是爱美的女性， 小小的衣柜
已经满足不了需求， 她们纷
纷把目光投向了大衣柜。 那
么在挑选衣柜的过程中， 有
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怎
样才可以挑选到一款更好更
适合自己的衣柜呢？

爱美女性

衣柜常见的三种类别
市面上常见的衣柜形式主要

分为 L 型整体衣柜、 隔断式整体
衣柜、 嵌墙式整体衣柜。

1.�L 型整体衣柜 L 型衣柜
适合放在成直角的两面墙边， 这样
空间很大， 能够按照衣物的面料、
适合不同的季节进行分类储藏， 甚
至可以将鞋子、 被子等收纳进去。

2.�隔断式整体衣柜 隔断式
的整体衣柜适合大空间的户型，
既能储存衣物， 又能分割区域，
形成一定的私密空间。

3.�嵌墙式整体衣柜 嵌墙式
的整体衣柜一般都放在卧室或是
玄关处， 拿取衣物方便。

七招选购衣柜
1.�风格很重要 如今很多爱

美女性在选购衣柜的时候， 都非
常注重颜值， 但同时衣柜风格要
与整个卧室的风格相搭配， 衣柜
的大小、 样式也要和空间相融合。

2.�看板材质量 正规厂家生
产出来的衣柜大部分采用环保三

聚氰胺贴面板， 它的工艺经过了
高温和高压处理， 因此拥有很高
的强度和耐磨性。 而有些厂家生
产的衣柜虽然表面看起来很光滑
漂亮， 但是只要用指甲轻轻划一
下， 就会看到很明显的划痕。

3.�看衣柜材质 衣柜的材质
有很多种 ， 因此价格也有高有
低。 消费者在购买衣柜时， 要看
看材质是实木还是板木的， 实木
的价格比较贵， 可以根据自己的
实际需求和预算来购买， 而不是
一味地跟风或被导购忽悠。

4.�看防伪标志 正规的厂家
都会使用防伪标志， 确保产品的
品质。 厂家防伪标志一般贴在衣
柜的滑轮、 封边条、 柜门版型，
甚至是板材贴面上， 让消费者可
以放心使用产品。

5.�是否环保 我们在选购衣
柜的时候要先闻一下， 柜体是否
有明显的刺激性气味， 然后要求

商家出示证明， 看甲醛含量是否
符合国家规定。

6.�衣柜门板厚度及高度 衣
柜门板的厚度和高度直接决定了
衣柜使用寿命的长短， 正规的板
材厚度要达到 18 毫米以上， 若
是太薄， 衣柜很容易变形； 衣柜
高度最好达到 2.8 米左右， 这样
悬挂会比较便捷。

7.�衣柜滑轮辅件 滑轮的质
量影响着衣柜门的使用寿命。 因
为一般整体衣柜的柜门门扇比较
宽， 也比较重， 如果滑轮的承重
力不够会直接影响到衣柜门的使
用寿命。 现在市场上滑轮的材质
主要有金属、 玻璃纤维和塑料滑
轮。 金属滑轮强度大， 但是和轨
道接触时容易产生噪音； 玻璃纤
维滑轮滑动顺畅， 有韧性， 耐磨
性也比较好。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局
副主任医师 朱本浩

巧用电冰箱

五种厨房用品应常换

冬天健康用暖气
冬天用暖气， 大家都

希望暖气能烧得热些， 但
暖气在驱寒的同时也会给
人们带来身体的不适， 需
要健康使用。

首先要控制好居室温
度和空气湿度。 一般情况
下， 室温保持在 18℃~24℃
之间最适宜， 湿度50%~60%
为宜。 多开窗通风， 最好
早晚各开一次窗， 每次通
风时间不少于半小时。 当
空气湿度低于 40%的时
候， 空气相对干燥， 各种
细菌繁殖速度会加快。

其次， 供暖后， 随着
室内温度上升， 一些灰尘、
细菌等过敏原容易随着温
度的升高飘浮在空气中 ，
引起咳嗽、 哮喘等呼吸道
疾病。 因此， 供暖前一定
要来一次家庭大扫除， 尤
其是一些卫生死角， 更需
要及时清理， 不给病菌留
下滋生繁殖的机会。

再次， 除了使用加湿
器或在床前摆盆水来增加
空气湿度， 在室内多养些
绿色植物， 也是一个不错的
办法。 最好选绿萝、 吊兰，
这些植物叶面蒸腾的水分
比较多， 既可以调节室内
空气湿度， 同时还有吸附
空气中有害物质的作用。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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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挑选衣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