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鲜膜在生活中经常会用到， 它可
以帮助我们保鲜剩菜、 剩饭以及食品。
需提醒的是， 正确使用保鲜膜非常重要，
使用不当易释放出有毒物质危害健康。
具体来说应注意以下 4 个方面。

不能加热 PVC 或 PE 保鲜膜的耐热
温度为 110℃， 若放进电锅、 烤箱或微
波炉中加热， 容易变软或变形， 进而释
放出有毒化学物质， 所以， 保鲜膜不能
加热。

不要接触食材 使用任何材质的保鲜
膜都要距离食物至少 2 厘米以上， 特别
是火腿、 香肠等高油脂食物。 让保鲜膜
只和容器接触， 若食物过多， 可把食物
放进较深的碗或玻璃盒中。

避免接触热气 食物放凉后， 再把保
鲜膜覆盖在容器上， 避免热气上升接触
到保鲜膜， 释放出有毒物质。

蔬果洗过再食用 包有保鲜膜的蔬果
要彻底清洗后再食用。 如需保鲜食品，
可先用纸巾或白纸隔离水果和蔬菜， 外
层再用保鲜膜更健康安全。

胡佑志

行车安全是每个驾驶人
员都会关心的事情。 开车时不
确定的因素太多， 尤其是关于
刹车方面的问题， 一旦有所忽
视， 可能威胁生命。 在这里，
提醒大家注意刹车失灵前， 汽
车发出的 4 次 “警报”。

1.�刹车发抖 当驾驶员
在行驶过程中发现有刹车盘
整体抖动的情况， 那有可能
是刹车盘出现了重大问题 ，
如遇这种情况， 要及时检查
或者更换刹车盘。

2.�刹车变硬或者变软
刹车变硬是指驾驶员在行驶
过程中， 踩下刹车踏板非常
费力， 可能是刹车的助力系
统坏掉了。 反之， 当驾驶员
踩 下 刹 车 踏 板 十 分 省 力 ，
可能是刹车系统中的油 压

不足导致的 ， 也有可能是
制动系统中混进了不少空气，
如遇这两种情况一定要及
时检查。

3.�刹车无力 刹车无力
是因为刹车系统中的压力传
送管道压力不足导致的， 要
及时检查和维修。

4.�刹车时浅时深 在驾
驶员行驶过程中， 踩刹车制
动时而浅时而深， 制动不准
确， 这就意味着刹车不精确，
本来可以做到及时制动， 有
可能会因为这个位置的变化
导致不可控， 需要及时维修。

刹车系统是关乎到驾驶
员行车安全的最重要因素 ，
车主们一定要对车定期保养，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郑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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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 浸泡时间越长越易洗
衣物浸泡时间过长， 大部分织物
会发生水解作用， 从而降低衣物
的寿命。 一般来说 ， 浸泡 10～15
分钟最为适宜。

误区二 各种衣物一起洗 有
些人习惯把换下来的衣物， 不论外
衣、 内衣还是袜子全部扔到洗衣机
里或是泡在盆里， 这样会使衣物变
得更脏。 穿过的衣物携带多种细
菌， 如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等。 暴
露在灰尘中的外衣也有无数细菌，
包括一些强力致病菌， 如金黄色
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等。 据
统计， 脏衣服每平方厘米的面积
上有 10～100 个细菌， 即使用洗涤
剂清洗， 也只能去除 80%的细菌，
漏网的细菌还会造成交叉感染 。
因此， 在浸泡和洗涤衣物时， 一
定要内衣、 外衣分开洗涤。

误区三 洗涤剂放得越多越好
很多人以为洗涤剂放得越多， 衣
服洗得越干净， 其实这是一种错
误的观念。 当水中的洗涤剂分量
达到饱和时， 多余的洗涤剂并不
能增加清洁力， 还会残留在衣物
上。 要高效、 节省地使用洗涤剂，
必须根据衣物的多少和用水量 ，
取适当的量。

误区四 洗涤剂泡沫丰富去污
力强 传统的洗衣观念认为， 泡沫
越多去污能力就越强， 衣物才洗
得干净。 实际上， 高泡沫的洗涤
剂很难漂洗干净， 漂洗时不仅费
时、 费水， 而且洗涤后的衣物发
硬， 穿着时可能会刺激皮肤， 引
起瘙痒。 另外， 高泡沫的洗涤剂
还会损坏滚筒洗衣机。 现在很多
品牌都推出了低泡沫洗涤剂， 不
仅不影响去污力， 且易漂洗干净。

误区五 增白即干净 很多洗
涤剂产品中添加了荧光增白剂 ，
使衣物在清洗后显得透亮干净 ，
看上去很白。 荧光增白剂是一种
吸收紫外线可呈现荧光的化学增
白染料， 它对人体皮肤极易产生
刺激， 不利于健康。 有些人以为
衣物增白后亮丽干净、 无菌， 这
完全是一种误解。

误区六 清洗力度越大越好
很多人认为， 在洗涤衣物的过程
中 ， 力度越大清洁效能就越高 ，
这是个错误观念， 因为力度太大
会破坏衣物纤维。 事实上， 通过
衣物洗涤剂中的表面活性剂等成
分产生的化学效能， 再配合适当
的动力， 就可以去除衣物纤维中
的污垢了。

退休了， 为了解闷， 很多老
人喜欢上街逛逛， 但如果在街市
上行走时间较长， 就会出现心烦、
头痛、 头晕、 心跳加快、 血压升
高、 恶心呕吐、 疲劳困倦等不适
感觉， 医学上称之为 “街市综合
征”。 轻者脱离环境后， 稍加休息
可消除； 重者会加重病情， 进而
危及健康。

研究表明 ， 老年人易发生
“街市综合征” 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拥挤。 目前， 在我国繁华的
大中城市里， 人们走路和乘车无
处不在拥挤的人海之中， 这样老
年人行动时必须注意街道上来往
的行人和车辆， 肌肉容易酸胀麻
木， 精神总是处于紧张状态。 二
是污染。 首先是空气污染， 商场
里人群拥挤， 道路上各种车辆川
流不息， 使得空气流通不畅， 氧
气含量降低； 其次是随着城市装
修热的兴起， 不少商场用大块镜
片或铝合金装饰门面， 特别是在
日光强烈时， 建筑物上的钢化玻
璃、 瓷面墙砖、 铝合金板、 抛光
岩石、 大理石和高级涂料等， 眩
目逼人， 使人辨不清方向， 晕头
转向， 无所适从； 再加上街道和
商场里的各种叫卖声和争吵声 、
各种车辆的轰鸣声， 都是超出正
常分贝的噪音污染。 老年人在这
种环境下站立、 行走或长久停留，
难免会出现听力疲劳、 心情紧张、
头晕目眩、 四肢乏力等症状。

为了防患 “街市综合征”， 老
年人应尽量少去街市 “凑热闹”，
特别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
更应少去。 老年人上街购物要有
计划， 争取买完东西就走， 减少
在街市的逗留时间。 节假日 、 每
天上午 9 时左右和下午 4 时左右
街上行人、 车辆较多， 要避开这
个高峰期。 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
人， 逛街前可以自己做个健康卡，
卡上记录下平时有什么病， 都吃
哪些药， 怎样和家人联系等， 以
备不测 ， 同时带好急救的药物 。
逛街时最好带一瓶淡茶水， 除了
能补充水分 ， 防止血栓的发生 ，
还能提神醒脑。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老年人谨防
“街市综合征”

雨伞旧了破了不要扔， 可以
废物巧利用。

变晒衣架 首先， 把伞骨打开
挂起来， 如果家里没有挂钩也可
以使用 S 钩； 然后把曲别针穿在
伞骨的小孔中， 再把夹子挂在曲
别针上。 这样一个晾衣架就做好
了， 可以晾晒衣服和袜子。

变晒鞋器 把伞架的外端弯回
来， 然后把鞋子套在上面， 这样
洗刷过的鞋子就很容易晾干了。

朱广凯

避开这些误区
洗 衣 学 问 多

洗衣服是每个家庭日常要做的事。 有些人
洗衣服就是一股脑地把大小衣物丢进洗衣机里，
或者放很多洗涤剂浸泡很长时间， 其实这些很
多都是洗衣误区， 我们应尽量避免， 学会用正
确的洗衣方法才能洗净衣物， 确保身体健康。

先浸泡后洗涤 洗涤前，
先将衣物在洗涤剂溶液中浸
泡 10～15 分钟 ， 让洗涤剂与
衣服上的污垢起作用， 然后
再洗涤。 这样可缩短洗衣机
的运转时间， 减少耗电量。

分色洗涤 先浅后深 不同
颜色的衣服分开洗， 不仅洗得
干净， 还可防止染色现象。

先薄后厚 一般质地薄软
的化纤、 丝绸织物， 四五分
钟就可洗干净， 而质地较厚
的棉、 毛织品要十几分钟才
能洗净。 厚、 薄衣物分开洗，
比混在一起洗更好。

用水量适中 水量太多会
增加洗衣机波盘的水压， 加
重电机的负担 ， 增加电耗 ；
水量太少则会影响洗涤时衣
服的上下翻动， 增加洗涤时
间。

掌握正确洗涤时间 衣服
的洗净程度如何， 主要与衣
服上的污垢、 洗涤剂的种类
和浓度有关， 而同洗涤时间
不成正比。 超过规定的洗涤
时间， 洗净度也不会有大的
提高。

高花兰

莫入 6 大洗衣误区 正确的洗衣方法

注意刹车失灵前
汽车的 4次“警报”

如何正确使用保鲜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