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生活百科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编辑：殷映月 邮箱：284820975@qq.com� �版式：洪学智

铁锅不锈法 新铁锅买回来， 第
一次洗刷不当， 极容易生锈。 第一次
切忌用水冲刷， 而应先把锅加热， 往
锅里倒些食用油， 然后放少许青菜，
再用锅铲往锅里四周均匀擦刷。 之
后， 往油锅里倒些开水， 加把茶叶煮
沸， 这样刷洗出来的锅不易生锈。

铁锅泛光法 铁锅易积上油垢，
可以用钝器把油垢铲掉， 然后用热
碱水洗刷。 铁生锈的快慢和环境的
酸碱度关系很大 ， 在碱性环境中 ，
铁不易生锈。 经常用碱水刷锅， 可
以保持铁锅的光泽。

此外， 还介绍一种延长铁锅寿命
的方法。 炒菜前， 将铁锅反悬于火上
烘烤一会儿， 通常在几秒至十几秒之
间， 然后再正放于炉上即可下油。 这
样， 熟铁锅底部里外的热膨胀速度基
本接近， 便不会出现薄铁片分离、 开
裂的现象， 可延长铁锅的使用寿命。

胡佑志

牙刷 口腔里有很多细菌，
共用牙刷会令刷毛沾染的病菌
经由口腔相互感染 ， 尤其当使
用者牙龈或口腔有伤出血时 ，
刷毛易沾染血液 ， 加大了乙肝
等的危险性。

牙膏 有些家庭全家共用一
支牙膏， 殊不知， 很多口腔疾病
会因此交叉传染。 比如， 其中一
人感冒或患有口腔疾病， 在刷牙
时， 感冒病毒、 口腔细菌很容易
残留在牙刷毛缝中， 在牙膏口与
牙刷相互摩擦下传染给其他人。
从健康角度出发， 每个人应根
据各自不同的口腔状况 ， 有针
对性地选择牙膏。 比如， 患有牙
周炎或牙龈炎的人， 可以适当选
用一些中草药牙膏或含抗炎成
分的牙膏； 如果有龋齿， 可选购
一些含氟牙膏； 牙过敏可用脱敏
牙膏。

剃须刀 剃须刀极易划破皮
肤， 会有肉眼看不到的小创口，
共用很容易沾染上彼此的血液，
可能传播乙肝病毒 、 丙肝病毒
乃至艾滋病病毒， 是一种潜在
的危险。 家人朋友间不要共用
剃须刀， 且每次使用后需及时
清洁， 用热水冲洗刀头内侧和
胡茬储蓄槽约 30 秒， 能拆下来
的最好拆下来清洗， 然后晾干、
消毒。

指甲刀 修理指甲时， 如果
不慎弄破皮肤， 共用指甲刀就
可能感染通过血液传染的病菌，
如丙肝病毒、 金黄色葡萄球菌
等。 而且， 共用未消毒的指甲

刀、 锉刀等， 容易发生真菌感
染， 患上手癣、 灰指甲等疾病。
修甲工具要分开使用 ， 并且手
脚最好不要用同一把指甲刀， 避
免脚部真菌传染到手上， 使用完
用酒精消毒。

梳子 家人共用一把梳子梳
头， 同样很不卫生。 梳子直接接
触头部， 共用会有真菌感染的危
险。 如家中某人患有头癣， 其用
过的梳子让健康的人接着使用，
就有可能将头癣传染给健康的
人。 所以， 梳子也不要共用， 且
要定期清洗。 塑料梳可用牙刷沾
点牙膏刷洗， 木梳或者角梳可用
毛线清理。 双手拉住毛线， 在梳
齿中上下移动， 可将梳子内部污
垢去除。

毛巾 用久了的毛巾会沾染
上人体分泌物， 其中不乏有许
多致病性微生物 ， 且容易产生
黏腻感。 家庭成员共同使用一
条毛巾， 或者洗脸、 洗澡等用同
一条毛巾， 都容易导致交叉感
染。 用毛巾要做到一人一条不共
用， 不同部位分开用， 勤换勤洗
勤消毒。

拖鞋 脚气会通过拖鞋相互
传染。 由于拖鞋与脚直接接触，
患有脚癣的人在穿了拖鞋后 ，
真菌可能会留在拖鞋上面 ， 其
他健康的人在穿了这双拖鞋后，

足部容易感染上真菌。
老花镜 有的老人选择和老

伴共用一副老花眼镜 。 但其实
老花镜片应依照各人的不同视
力分别佩戴， 随便戴老花镜很可
能不符合自己眼睛的具体情况，
戴后不但视物不能持久清晰 ，
且会增加视力疲劳 ， 甚至会促
发某些眼病。

耳机 耳机尤其是入耳式
耳机， 用久了会有很多灰尘和
细菌。 互相借耳机就可能把别
人的细菌带进自己耳朵里 ， 可
能造成耳内感染 甚 至 其 他 疾
病。 不要和别人共用耳机 ， 经
常给耳 机消毒 ， 每 周 至 少 一
次。 要擦掉粘在耳机上面的污
垢， 并用棉花棒蘸点酒精擦拭
耳机外部。

化妆品 家人朋友间要避免
共用唇膏、 睫毛膏之类化妆品，
可能会传染红眼病、 流感、 结膜
炎、 肝炎、 痢疾等疾病。 为避免
感染， 在商场里试用唇膏、 眼影
类化妆品时， 可以使用一次性棉
签， 最好不要用公共化妆刷。

耳钉 女生们之间喜欢互换
耳环等饰品佩戴 ， 如果耳洞出
现破损， 易通过血液传播各种
病毒。 建议最好不要共用， 当耳
环取下后要进行清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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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再亲密
这些东西也不建议共用 春分节气后 ， 气温逐渐回升 ，

换季收纳被提上日程。 面对大量要
收纳的衣服和被褥， 不少人头疼不
已。 其实， 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收放
顺序和收纳方式， 整理物品并不困
难， 下面就教大家三招实用收纳法。

分类之后清洗晾干 收纳前， 最
好先列一张分类清单， 这样方便将家
里的储物空间进行合理分配。 使用了
整个冬季的衣物或者褥垫在收纳前，
一定要清洗干净， 并且彻底晾干， 否
则易长出霉斑。 另外， 收纳时也要注
意防潮处理， 否则在湿度、 温度差别
大的春季， 容易滋生细菌霉菌。

衣物注意类别材质 收纳衣物
时， 按照衣物的形式分类最节省空
间， 比如上衣、 外套、 裙子、 裤子
等， 都按照类别来存放， 这样可以
避免换季时翻箱倒柜地寻找。 此外，
还要注意衣物的材质。 羊绒衫、 羊
毛衫叠放时要卷起来放在上层， 以
免受重压而影响其弹性和松软感 ；
冬季厚实的大衣、 羽绒服等， 很容
易吸附灰尘， 建议收纳时用防尘袋
罩起， 再悬挂起来。

冬季的被子由于比较厚重， 收
纳时很占空间， 不少家庭都喜欢抽
真空后再进行收纳 。 需提醒的是 ，
被褥不要盲目地抽真空， 尤其是蚕
丝被、 羽绒被， 抽真空有可能会破
坏其保暖性。 一般购买特殊材质的
被褥时， 可按包装上推荐的方式收
纳。 对于较为厚重的冬季外套和棉
被 ， 可以放置在带盖的储物箱内 ，
置于床下即可。

鞋子收纳需要消毒 冬季的鞋子
由于保暖性较好， 鞋内很容易滋生
细菌， 在收纳前最好送到专业机构
进行清洗并消毒， 彻底晾干后再进
行收纳 。 收纳时 ， 最好将不当季 、
不常穿的鞋子用鞋撑撑起后放入透
明鞋盒内， 这样更便于寻找。

郑玉平

学会这三招
换季巧收纳

有人这样认为， 香烟上的过
滤嘴能滤去香烟中的有毒和致
癌物质 。 相关研究证明事实并
非如此。

研究显示： 吸烟者比普通人
致癌机会高出 20 倍 ， 其中最重
要的致癌成分并不是大家所熟悉
的尼古丁， 而是一种叫作 “苯并
芘” 的化学物质， 当在老鼠的气
管上涂抹苯并芘 20～30 次后就会
引发癌症， 且不管用什么样的过
滤嘴， 只能过滤尼古丁， 无法过
滤苯并芘 。 事实上 ， 香烟从无

过滤嘴到现在几乎全部带过滤
嘴， 不仅没有降低肺癌发病率 ，
反而出现逐年增加趋势 。 肺癌
的分型也在悄悄发生改变 ： 过
去， 以鳞癌和小细胞肺癌为主 ；
如今 ， 鳞癌和小细胞肺癌患者
不断减少， 腺癌则越来越多， 已
占 70%以上的绝对多数， 还呈现
出 “小病灶大转移 ”， 病情更为
凶险。

目前市面上绝大部分香烟采
用的过滤嘴材料是醋酸纤维， 个
别低档品牌香烟采用的是聚丙烯。

聚丙烯中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细碎
纤维丝一旦被人吸入， 将永久留
在肺部 ， 对人体造成巨大伤害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在加工制作
过滤嘴时， 要往纤维丝里加粘合
剂和稀释剂 ， 里面含有致癌物
“苯”、 “芳香烃类” 化合物， 这
些有害化合物通过吸烟不断进入
人体， 无疑会给身体造成潜在的
威胁， 久之甚至导致癌症发生。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 最好
及时彻底戒烟。

副主任医师 陈日益

香烟过滤嘴能滤去致癌物吗？

日常生活中， 家人可能会共用一
些生活用品， 比如梳子、 指甲刀， 朋
友也可能会互相借用耳机、 化妆品等
物件。 然而， 这些小用品上附着的细
菌或病毒， 让每一次分享都有了交叉
感染的可能， 带来健康隐患。 在此提
醒大家， 关系再亲密， 家人朋友间也
不要共用以下这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