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挂件 金属挂件可以收纳零
散的东西。 在墙面上安装横杆、
挂钩 ， 以便放置可吊式物品和
工具 ， 特别是烹饪过程中常用
的东西 ， 如刀具 、 铲子 、 餐具
等， 挂起来整齐好看 ， 拿取时
也很方便。

搁板 在墙面上设置搁板 ，
能起到更好的收纳功能 。 像喝
水的杯子、 各种不锈钢的小锅、
存放调味品的调料瓶 ， 甚至可
以放些相框 、 花瓶 ， 既省去其
它的收纳空间 ， 又调节了枯燥
的厨房空间。

吊柜 吊柜的使用， 让厨房
的上层空间完全得到了利用。 可
以将碗碟、 重量相对较轻的锅放
在吊柜上， 易碎的物品放在高处
不怕会伤到孩子。 一般来讲， 为
了保证存取物品方便， 又不易碰
到头， 吊柜和工作台面距离以 50
厘米为宜， 宽度以30 厘米为宜。

兰小英

爱出汗的人身上分泌出的气味
含有较多氨基酸、 乳酸和氨类化合
物， 会吸引蚊子 “嗡嗡” 不休地在
其身上叮咬。 一般来说， 当大人与
婴儿同居一室时， 蚊子往往叮咬婴
儿。 女性月经期、 妊娠期、 临产期
也容易招蚊虫叮咬， 或使用化妆品
如发胶、 洗面奶等物品后， 被蚊子
叮咬的概率将提高。

被蚊虫叮咬后不要抓挠， 否则，
皮肤里的组织液、 淋巴液等渗出，
会肿成一个不易消退的疱， 甚至引
起局部感染和过敏性皮炎。 坚持不
抓， 一般 10 至 15 分钟后， 痒感就
能明显消退。 如果奇痒难忍， 可用
指甲轻轻按压， 或在叮咬处涂上风
油精、 万金油等消炎、 止痒， 也可
用大蒜、 香皂蘸水， 还可用扑尔敏
或阿司匹林 1 片， 冷开水调成糊状
涂抹叮咬处。 需要注意的是， 孕妇

或眼周、 鼻孔、 口唇、 外阴、 肛门
等部位的皮肤以及与黏膜交界近处
就不宜随意使用以上物品， 如出现
肿红肿扩散、 渗液不止、 溃破时，
不宜自行用药， 一定要及时就诊。

驱蚊灭蚊的主要方法： 1.清除
各类积水， 生活垃圾要随时清理，
保持室内环境整洁 ， 注意关好纱
窗、 纱门； 2.用空酒瓶装糖水或啤
酒放在墙角等蚊子较多处， 或将泡
过的茶叶晒干后点燃放在室内， 也
可以驱除蚊子； 3.家中适量养植驱
蚊草、 丁香花、 万寿菊、 茉莉花、
薄荷等 ， 其浓厚的气味有防蚊效
果； 4.要保持个人卫生， 多吃含胡
萝卜素的蔬菜以及大蒜等带辛辣味
的蔬菜， 人体代谢后排出的汗液中
会产生蚊子不敢接近的气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博士 闻慧琴 董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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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妙招

夏天是亚麻凉席热卖的
季节， 有的亚麻凉席生产厂
家为降低成本或弥补生产技
术上的不足， 大量采用粘胶
纤维代替亚麻纤维， 有的产
品化纤含量甚至超过 70%以
上， 这种产品在市场上很容
易蒙骗消费者的眼睛。 以下
是 4 种方法， 教您辨别亚麻
凉席的优劣：

1.�目测法 优质的亚
麻凉席， 纹路清晰自然， 密
实耐拉力强， 织物表面光泽
自然柔和， 而化纤凉席则光
泽过亮。

2.�观察法 透光照射
亚麻凉席， 能看到云斑， 有
时还能找到少量的麻粒子。

3.�手摸法 纯亚麻凉席
手感凉爽， 有垂重感， 用力
握稍有褶皱。

4.�燃烧法 取一点亚
麻凉席的纱线， 将其燃烧，
如有燃纸味 ， 且灰烬细腻
呈白灰色 ， 则证明是麻织
物 。 而化纤织物一般燃烧
后都有刺激性气味 ， 灰烬
呈球状。

泽川

作为特殊群体应用的产品， 儿
童学习桌椅在安全要求上有别于成
人家具： 不应有锐利的边缘尖端，
不应有危险的孔隙及间隙、 抽屉桌
台也都要安全稳定等等， 这些标准
要求就是为了防止儿童遭遇被夹伤、
扭伤、 磕伤、 砸伤的危险。 需要提
醒大家的是， 网售儿童家具在材质、
尺寸、 配件等方面， 比实体店销售
的儿童家具质量差、 档次低， 因此
价格也相对较低。 为健康考虑， 家
长们最好在实体店选购儿童家具，
具体应考虑如下方面：

安全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购买时考虑平滑的圆弧脚设

计， 如衣柜桌角应设置保护装置或
购买圆角衣柜， 尽量避免碰撞、 划
伤的伤害。 圆角的设计比较平滑，
可以减少碰撞的伤害。 此外， 小型
家具摆放的间隙应该小于 5 毫米或
大于 12 毫米， 否则很容易卡住儿童
的手指。 护栏间距为 6 厘米～7.5 厘
米为宜， 可以防止孩子不小心被卡
住。 衣柜的抽屉也应有限位装置，
防止拉动抽屉滑落砸伤孩子。 桌柜
高于 60 厘米应与墙体固定， 防止侧
翻的危险。 儿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不建议选购带有玻璃的家具产品。

最好选购运用了各种巧妙设计

的儿童家具， 更
好地保护孩子的安
全。 如儿童家具把金
属装饰换成胶边 ， 防止割
伤； 一些作为框架起支撑作用的金
属边缘家具， 把尖角向内装， 尽量
减少孩子们触碰的可能； 把小配件
改成大体积配件， 防儿童吞食。 有
些年龄小的孩子喜欢把东西放进嘴
里， 这种误吞情况十分危险， 很容
易造成伤害。 家长要尽量挑选小配
件体积较大、 牢固性较高的家具。
孩子不容易把家具上的配件抠下
来， 也就不会误食。

此外， 为了孩子防止在开关家
具门时不小心撞到磕到， 家长需选
购门面没有太多菱角或凹凸面的。
同时， 记得观察门锁是否易反锁，
不选用尖锐型的门锁等。

材料需健康环保
在实体店选购儿童家具时特

别注意要闻家具气味 ， 如果使人
流眼泪 、 打喷嚏 ， 说明家具的甲
醛释放量比较高， 建议不要购买。
选择环保的天然木材做主材， 油漆
可选用水性漆等环保漆， 避免空气
污染以及孩子啃噬家具吸收的伤
害。 避免选择粘合剂较高的家具，
因为粘合剂中含有大量甲醛， 在儿

童房里， 有害气体会漂浮在低矮的
位置， 儿童比成人更容易受到有害
气体的侵袭。

家长们可以向经销商索取质量
检验报告， 看看家具的甲醛释放量
是否在标准允许的范围内。 国家标
准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中有
害物质限量》 规定， 木家具中甲醛
释放量每升不得大于 1.5 毫克。 在
此建议家长购买达到 E1 标准板材
制作的儿童家具。

色彩搭配要适中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性别合

理选择明快的色彩、 图案和造型。
不要选择黑色等沉重、 压抑的色彩，
以免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也不宜
选购颜色太鲜艳的儿童家具， 光鲜
亮丽的油漆可能含有大量的有害物
质如铅等， 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选
购时应以中性色彩为主， 选择轻松、
活泼、 自然、 简洁的色调和设计，
有益于儿童形成乐观向上、 活泼开
朗的性格及现代审美情趣。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唐曼曦

最好到实体店选购
近日， 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专门对

网售儿童学习桌椅进行了比较试验。 然而最终
对比试验的结果令人堪忧———儿童家具的危险
尖端和锐利边缘是安全隐患比较大的因素， 在
网上采购的 20 种学习桌当中， 这个项目不符
合标准的就占了 10 种； 在危险孔隙及间隙这
个项目的比较试验中， 20 套桌椅有 12 种产品
存在质量问题。

四法辨别
亚麻凉席优劣

厨房空间巧利用

压制燕麦片 和整粒的燕麦
不同， 由于燕麦片由燕麦压制
而成 ， 因此很多人清洗时无从
下手 。 其实 ， 洗法很简单 ， 在
热水里泡 2～3 分钟 ， 再放在冷
水里泡 4～5 分钟 ， 此时洗出来
的燕麦片就干净了 ， 直接可以
用来熬粥。

粉丝、 粉条 粉丝、 粉条在
制成后需要晾晒 ， 这时会有大
量的灰尘落到粉条上， 在菜市场
售卖时也会沾上很多灰尘和细
菌， 所以做菜之前一定要洗。 方
法是用盆装满温水， 把粉条剪成
小条， 然后轻轻手洗。

紫菜 紫菜在晒制的过程中
可能会沾上小贝壳或沙子 ， 食
用前先在温水里泡三四分钟 ，
然后用漏勺捞起来就可以了。

大枣 不论是散装的还是免
洗包装的 ， 由于大枣表面自身
褶皱多 ， 其中可能含有一些灰
尘和微生物 。 清洗时 ， 先用冷
水泡半小时 ， 再用热水泡 ， 待
泡到红枣褶皱快撑起来时 ， 换
水冲洗两次既可 。 此时的大枣
不但皱褶内泥沙尽除 ， 并且柔
软， 口感最好。

李德志

夏日防 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