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温渐高 ， 蚊虫进入繁殖期 ，
也是登革热等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期。
当出现高热、 剧烈头痛、 肌肉、 骨
关节剧烈酸痛、 全身发皮疹， 则有
可能是登革热的症状。 这种类似流
感的疾病， 像急性流感一样会快速
致命。 在过去的 50 年来， 登革热在
全球范围内急剧扩散， 病患人数已

经增加了 30 倍。 目前， 已知约有 25
亿人次感染了该疾病 ， 其中超过
70%的人生活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
区。 由于登革热尚没有有效的疫苗
上市， 容易造成局部地区暴发流行。

预防登革热关键是要预防蚊子
叮咬， 特别是避免被白纹伊蚊叮咬。
这种蚊子主要是在清水中繁殖， 3～5

天就能成形， 因此居民家中的花瓶、
小水缸、 托盘里的清水， 要及时倾
倒。 防蚊虫叮咬还有个小窍门： 穿
条纹衣服。 科学家发现， 斑马身上
的条纹能防蚊蝇叮咬。 建议在户外
活动时， 穿细条纹衣服， 有助防止
蚊虫叮咬。

董绍军

预防登革热 关键是防蚊咬

1. 使用料理机绞肉后 ，
刀头处经常会有碎肉末 ， 要
在搅拌肉时多放油 ， 这样会
减轻它的粘性 。 搅拌后用干
馒头渣再进行搅拌 ， 就可以
将附着在刀头上的残渣直接
去除了。

2. 干磨花椒大料后 ， 细
小的粉末会聚集刀头 ， 这时
需要配合清洁剂进行清洗 ，
然后用干布擦拭 ， 最后用开
水进行烫洗 。 这样能使刀头
缝隙中的细末充分溶解 ， 洗
得更干净。

3. 做鲜榨果汁后 ， 刀头
处会堵塞很多的果肉 ， 这时
清洗要小心些 。 可将刀头处
堵塞的果肉条按其绕的方向
慢慢抽出 ， 不要过于用力 ，
其他的可用钢丝球轻轻进行
刷洗， 避免弄坏刀头。

4. 建议每次用完料理机
后， 应用开水烫一下 ， 避免
产生细菌， 影响家人健康和
下一次的使用。

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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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市面上常见的桌布大
致分为布制品、 塑料制品、 塑
胶制品。 凭借 “防水防油效果
好 ， 易于擦洗 ” 的优势 ， 塑
料、 塑胶桌布颇受人们青睐。
需提醒的是， 很多塑料、 塑胶
桌布为聚氯乙烯材质， 本身无
毒， 但遇热后释放的氯乙烯是
有毒物质， 可能导致肝癌。 如
果桌布中添加了增塑剂， 还会
含有铅、 铬等重金属， 特别容
易吸附在高温油脂以及人的
汗液上， 危害人们健康。 而五
颜六色的桌布， 由于加入了各
种颜料， 掉色后易混入食品，
也不利于身体健康。

建议最好不要使用塑料制
品的桌布， 如果一定要用， 务
必注意桌布的材质， 选择聚丙
烯材质的会安全一些， 一定不
要买聚乙烯材质的。 在使用桌
布的过程中， 尽量不要将食物
与桌布直接接触， 特别是高温
高油的食物。 如果桌布出现变
硬、 破裂等情况， 就不能再使
用了。 相比而言， 布制品桌布
不含化学物质更安全， 清洁起
来也比较方便。

事实上， 塑料桌布上经常
会掉一些食物残渣， 只是简单
的擦拭并不能起到彻底清洁的
作用。 时间一长， 就容易滋生
细菌、 霉菌， 食物、 手、 各种
餐具都可能 “中招”， 从而影
响健康。 所以不铺塑料桌布、
与餐桌 “亲密接触” 才是最好
的选择。

钱军

消除积水
破坏蚊虫繁殖环境

蚊虫最重要的三个生命阶段都
要在水中完成， 消除积水会破坏蚊
虫繁殖的环境， 是消灭蚊子的最有
效措施。

家中废弃的易拉罐、 瓶、 盆、
泡菜缸 （腌制缸）、 浇水壶、 盆景、
花瓶、 冰箱接水盘等小容器积水是
易孳生蚊虫的地方， 要及时清除。
如不用的容器要倒扣放置避免积
水 ， 使用中的容器若有积水应加
盖， 或向水中加入少许食盐， 也可
滴两滴油在水面上。 家中养植花草
的市民应定时检查家里的水生植
物、 浇花用的储水容器等， 水生植
物 3～5 天换一次水， 并且清洗、 擦
拭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防止蚊虫
卵附着。

在住宅周围的环境中， 地面坑
洼处、 树洞、 竹洞、 绿化带中的各
种垃圾容器等的积水也是蚊虫孳生
地， 应尽可能清除， 无法清除的应
投放灭蚊药包杀灭蚊幼虫。 同时特
别提醒家长， 夏季蚊虫叮咬对婴幼
儿易造成中重度皮肤过敏， 处理不
当很容易导致皮肤感染。 当婴幼儿
被蚊虫叮咬出现严重过敏时， 应迅
速送医， 不要随意用如敷草药之类
的 “土办法”。 普通市民出现皮肤
过敏时， 首先不要过度抓挠， 轻度
症状可通过绿药膏、 弱效激素类药
膏缓解， 一旦出现破皮等中重度过
敏反应时， 建议立即就医。

防蚊叮咬有哪些方法？
在家中安装纱门 、 纱窗 、 蚊

帐， 并可在纱门、 纱窗上涂抹长效
杀虫剂； 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驱蚊
产品， 如蚊香、 驱蚊剂 、 电蚊拍
等， 并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使用。

容易出汗的人、 体温高的人、 刚刚
运动过或呼吸频率较快的人、 肥胖
者、 孕妇、 儿童、 穿黑色等深色衣
服的人和饮酒的人更容易被蚊子叮
咬。 建议市民平时勤洗澡， 保持皮
肤清爽， 出汗后及时用纸巾、 手绢
等擦去汗液； 去户外穿浅色衣服，
尽量穿袜子， 提前擦抹防蚊剂； 上
午 9 点～10 点和下午 5 点～6 点是花
蚊子活动高峰期， 尽量别去草丛、
灌木丛； 使用一些对蚊子有驱避作
用的天然植物， 如夜来香 、 艾草
叶、 除虫菊、 柠檬草油、 香茅和香
叶醇等。

使用驱蚊物品注意事项
蚊香 多数蚊香里含杀虫剂 ，

属于农药类成分， 浓度过高时会刺
激眼、 鼻、 咽喉等部位。 使用时应
注意通风， 最好用于白天室内没人
时， 使用 1～2 小时 ； 如果室内有
人， 应将蚊香放在通风处。 电蚊香
烟雾较小， 刺激性较低， 使用时要
注意药片和加热器的配套， 有的加
热器只能加热到 150℃， 但有的蚊
香片在 160℃才能挥发。

驱蚊花露水 驱蚊花露水多添
加驱蚊化合物， 如避蚊胺、 驱蚊酯
等， 使昆虫失去对人体气味的感
知。 购买时应注意避蚊胺、 驱蚊酯
的成分比例。 避蚊胺有轻微毒性，
正常使用不会中毒， 但会对皮肤产
生刺激， 不能与破损皮肤直接接
触， 更不要直接对脸喷； 驱蚊酯毒
性更低、 刺激性更小、 驱蚊时间更
长。 一般花露水含 10％的避蚊胺就
有效果， 但儿童应使用避蚊胺少于
10％的防蚊液， 婴儿最好不用。

捕蚊灯 捕蚊灯诱捕蚊子接触
网面将其电击致死， 对人体危害相
对较小， 可以在夜间使用。 最好选
择光度较强， 如 8 瓦以上或双灯管

的捕蚊灯， 摆放在高于膝盖的地
方， 且离地面不要超过 180 厘米，
这是蚊子经常活动的范围。

驱蚊贴和驱蚊手环 市场上热
卖的驱蚊手环和防蚊贴， 其驱蚊防
蚊的效果在专业实验室并未检测
出， 安全性、 驱蚊效果均不能得到
保证。

快速止痒小妙招
1. 被蚊子叮后 ， 切忌乱抓乱

挠， 一般 15 分钟后痒感明显消退。
2. 如果只是普通的小包， 最好

涂抹风油精 、 清凉油 、 止痒凝露
等， 大约 15 分钟以后， 包就会逐
渐消去 。 如果局部形成了较大肿
块， 最好用激素类软膏 （如可的松
等） 涂抹， 以缓解症状。

3. 在叮咬处抹一些肥皂、 小苏
打水等碱性物质可有效止痒， 也可
以用热毛巾敷一会儿。

4. 用盐水和牙膏涂抹或冲泡痒
处， 这样能使肿块软化， 还可有效
止痒。

这些防蚊说法不靠谱
维生素B1 能驱蚊 尚无充分数

据表明维生素 B1 驱蚊是有效的。
碱水盆灭蚊法 洗衣粉和肥皂

丝散发的香味能吸引蚊虫到此产
卵， 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驱蚊草能驱蚊 驱蚊草体内含
有的驱蚊物质只有受到物理损伤后
才会大量挥发， 仅靠叶片主动散发
出来的气味驱蚊是远远不够的。

吃大蒜或室内放大蒜 没有科
学试验证实蚊子对于大蒜气味会有
明显的反应。

手机驱蚊软件能驱蚊 超声波
驱蚊的效果微乎其微， 而且大部分
手机的驱蚊软件都无法发出超声波。

来源： 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夏季蚊子凶猛 市民如何防蚊？
塑料桌布危害大长沙 4 月份蚊密度同比暴增 340.93%

近日， 湖南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蚊媒监测数据显示， 由于今年夏季长沙市
气温较高， 雨水天气较多， 适合蚊虫繁殖，
所以蚊虫活动相比同期更加频繁， 如 4 月
份蚊密度为 9.48 只，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40.93%。 蚊子不仅骚扰、 叮咬人， 还会传
播乙脑、 疟疾、 登革热、 丝虫病、 黄热病
以及寨卡病毒病等数十种疾病， 因此市民
防蚊对健康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