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严寒， 不仅容易引起上呼吸道感
染等呼吸系统疾病 ， 还极易导致中风 、
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发作， 其中尤
应注意的是以下三种状态下的温度差 ，
并加强防范。

室内外温差 在我国北方， 寒冬室内
往往使用不同的取暖设备， 常常与室外
形成了非常大的温差 。 此时需要注意 ，
进入室内时， 要适时脱去外衣， 不致体
温过高； 外出时则应及时增添外衣， 并
戴好帽子、 手套、 口罩、 耳罩以及围巾
等。 而在南方一些气候潮湿而又寒冷的
地区， 由于门窗大多封闭不严， 室内外
气温相差不大， 在室内久坐时， 则应注
意加强保暖， 以防感冒和冻疮的发生。

浴室温差 冬天洗浴时， 不仅浴室内
外有温差， 而且人体在入浴前后与浴水
也有温差。 因此需注意， 居室与浴室温差
不宜超过 5℃， 浴室温度不可过高， 浴水
温度不宜超过 41℃， 洗浴完后要及时穿
好衣服。

起床温差 指的是盖被与室内的温
差。 针对室内相对寒冷的空气， 起床时需
要注意的是， 醒来后不要急忙从被窝里出
来， 最好将室温升高后再慢慢起身。 尤其
是年老体弱者， 宜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数分
钟， 或在床上轻缓地伸伸懒腰， 做些微小
的活动， 然后再起床， 以确保健康安全。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宁蔚夏

1.�航班改签诈骗
日前， 张先生在网上订了一张机

票， 当天下午就收到短信， 显示由于飞
机故障航班取消， 退票改签请联系某电
话号码。 张先生在该电话客服的引导
下， 汇出去 10 万余元。

提 示 改签机票一般是不需要缴
纳费用的， 即使是正常改签， 航空公司
也不会要求乘客提供网上订票所使用的
银行卡卡号， 更不会让乘客提供银行卡
密码。 必要时， 可拨打航空公司官方电
话， 核实航班取消改签相关信息。
2.�快递电话诈骗

李女士接到一陌生电话， 对方自称
是快递员， 不小心弄坏了李女士的快
递并主动提出要赔偿李女士 100 元 。
李女士没思考一下就在对方提供的网
络链接上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 银
行卡号等信息， 结果卡内钱被转走。

提 示 凡以“400” 开头、 私人号
码、 匿名号码的来电， 多是骗子， 遇到此
类信息和电话， 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或
转账打款， 可以通过各快递公司的官方电
话咨询确认， 以免上当受骗， 损失财务。
3.�积分兑换短信诈骗

赵小姐接到 “10086” 短信， 提示
手机号有几千积分， 可以兑换现金礼
包 。 在要求填写银行卡号、 密码的时
候， 赵小姐瞬间醒悟， 发现是骗局。

提 示 这是不法分子利用软件和
伪基站冒充“10086” 给市民发送的欺诈
短信， 意图通过短信中的钓鱼网址来骗取
市民的个人信息， 从而盗取银行卡密码。
4.�法院传票诈骗

刘女士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电话里
的男子称是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
通知赵女士前去领取开庭传票， 并称今
天是领取传票的最后一天， 逾期责任自
负。 电话挂断后， 赵女士还收到一个
写有 “国家公正账户” 银行卡号的短
信， 还好赵女士并没有上当受骗。

提 示 法院在送达传票时， 一般
采用上门送达、 邮寄送达或电话人工通
知等形式， 清楚地告知当事人涉案的具
体情况， 并有一个签收过程。 而且， 根
本不会询问身份证号、 银行账号、 密码
等无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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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遇事先冷静 涉及转
账汇款事宜的， 应率先联系
到当事人。

2.�遇到借钱先验证 汇
款前要通过打电话、 发微信
语音或面谈等方式确认。

3.�及时联系官方 收
到号称银行 、 航空公司甚
至公检法部门的信息时 ，
不要回拨电话或拨打信息
中的联系方式 ， 应拨打官
方电话确认。

4.�谨慎开通网银 大额
银行卡尽量别开通网络银
行或手机银行 ， 用于网购
的银行卡内只存入少量钱，
若购买金额较大的商品 ，
可从其他银行卡转钱到网
购专用卡中。

5.�给财产做“物理隔
绝” 将钱分散存在多家银
行账户中 ， 即便受骗也能
将损失降到最低。

6.�关注诈骗新闻 多了

解电信诈骗案件， 对最新诈
骗手法做到心中有数， 一旦
遇到类似事件 ， 要保持警
惕、 不贪小利、 认真甄别。

骗术千千万， 一个不行
就换， 这是骗子遵从的骗术
之道。 但万变不离其宗， 骗
子骗的就是你的钱。 所以，
在涉及到卡号、 密码等私密
信息时要小心再小心 。 最
后， 专家提醒， 如果不小心
被骗， 要立刻报警， 并留存
好和骗子的聊天、 通话或转
账记录。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颜诗然

很多宝宝都有用手抓自己脸的习惯，
易导致脸部抓伤。 有些妈妈会为宝宝带手
套来防止双手乱抓， 其实， 这样会弊大于
利， 具体来说存在以下几大健康隐患。

1. 戴手套不利于宝宝探索周围环境，
此时宝宝的语言功能尚处于发育阶段， 主
要依靠肢体去感知了解世界。 宝宝戴手
套后限制手指的活动， 会阻碍宝宝手指
及触觉的发育。

2. 戴手套不利于宝宝的智力发育 ，
此时宝宝直接皮肤接触的机会将减少 ，
而研究显示亲子皮肤接触会促进神经系
统的发育。 同时宝宝吸吮手指是一种自
我安慰的方式， 如果吸吮得不到满足会
影响宝宝情绪 ， 导致其出现暴躁不安 、
消沉的负面情绪。

3. 宝宝皮肤娇嫩， 对皮下毛细血管
的保护性不足， 如果手套束得较紧的话，
会影响手指表层皮肤的血液循环， 若长
时间佩戴手套甚至会造成宝宝手指细胞
供血不足进而导致坏死等。

4. 手套内部做工一般较为粗糙， 因
此可能会有线头， 如果线头缠在宝宝手
指上， 若不能及时发现将会导致其手指
表层血液循环不通， 同样有手指细胞坏
死的危险。

5. 宝宝都有吸吮手指的习惯， 戴手
套后同样会吸吮手套， 而手套若清洁不
及时、 不彻底， 很容易沾染上细菌， 引
发口腔及肠胃疾病。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肖丁良

年底防骗

2018 年已经进入尾声了， 大家都开始卯足劲
拼业绩啦！ 而骗子也不例外， 又要集体出动了。
12 月 17 日这一天， 仅山东省枣庄市就查处了 4 起
电信诈骗案件。 公安部统计显示， 2017 年全国共
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13.1 万起， 查处违法犯罪
人员 5.3 万名。 受骗人群中， 19 岁是受骗高峰，
18 岁 ~25 岁占整体受骗者的 52.4%； 老人尤其是
56 岁 ~60 岁者， 是受骗金额最多的群体。 面对这
些诈骗手段， 大家可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一起来
看看， 骗子们这些“招数” 你能不能见招拆招！

骗子手段大揭秘

5.�冒充领导诈骗
“某某吗， 到我办公室

来一趟！ 有事找你！” 对方
自称领导， 口气很不好。 当
被问其身份时， 会被以各种
理由推脱， 迟迟不肯透露自
己的信息， 如果事主称 “马
上赶过来”， 骗子就会说自
己有点私事需要事主帮助，
要求事主到银行转账， 以达
到诈骗的目的。

提 示 接 到 自 称 是
“单位领导” 电话时， 不要
轻信， 尤其是对方以各种理
由要求你汇款的， 更要保持
清醒头脑， 切勿因为对领导
的敬畏心理， 落入不法分子
精心设计的骗局之中。
6.�新型 QQ、 微信等通讯软
件诈骗

某公司会计在工作 QQ
上收到领导的信息， 按照指
示， 从公司账户上转出几十
万元到对方指定账户。 直到
领导核实款项时， 会计才发
现被骗了。

提 示 罪犯结伙作案，
其中分工明确， 有人负责和
被害人聊天， 实施诈骗行
为， 有人负责提款。 犯罪分
子一般利用你朋友圈照片、
然 后 把 昵 称 改 成 你 的 名
字， 再屏蔽朋友圈， 用软
件克隆你的声音发语音 ，
开 始 实 施 诈 骗 。 对 于 用
QQ、 电子邮件和微信等
网络联系方式向你借款的
人， 你一定要通过电话等
形式多方面进行核实确认
后再打款。

6 个防骗锦囊

宝宝戴手套
存在健康隐患

不可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