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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一试

巧用油烟机废油
清除污渍

抽油烟机油盒里的废油可利用。 现在许多
家庭厨房里，都使用抽油烟机，其油盒内不几天
就存满了废油。用它清除厨房窗棂、换气扇和抽
油烟机污渍是最佳的“祛油污剂”。具体方法：用
破布或破毛巾在废油中蘸一下涂于油污处，再
用布擦净油污，然后用干净布揩拭亮。油污厚的
物件可先用废油浸泡几秒钟， 等油污软化后即
可用布擦掉（特别厚的需用薄竹板刮一刮）。 同
时门窗都用铁制合页连接， 经常开闭磨损很厉
害，可用小木棍将废油点在合页轴上，既延长合
页的寿命，又降低了噪声。

久久

从疲劳到猝死有多近

猝死并非无故发病
猝死，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平

时身体健康或貌似健康的人， 因为自然疾
病而突然死亡。 猝死常常是因为急性心肌
梗死、脑溢血等疾病，叫做心源性猝死，占
到猝死事件的 80%以上。

每个人的体质、 心理承受能力等都不
一样。 发生猝死的人，往往都有下面这些特
征：之前都有一定的器质性疾病基础，也就
是说，身体本来就有冠心病、心肌病等；有
过度疲劳的情况； 应激因素， 比如天气变
化、情绪激动等。 所以说，猝死看似无缘无
故，实际大多是内外因素一起爆发的结果。

焦虑疲劳增加猝死风险
饮食不规律、过度疲劳 经常三餐不定、

不吃早餐，会引起体内低血糖、低血钾，容易

诱发猝死。而疲劳过度，则会让人体的交感、
副交感神经功能失调，同样会引发猝死。

焦虑、精神紧张 不良情绪，比如过度
紧张、焦虑、高压、抑郁等，会增加心律失常
和血管痉挛的风险，甚至导致猝死。

饮酒抽烟 比起不吸烟者来讲，吸烟者
发生心肌梗死的几率增加了两倍；另外，酒
精也能加快心率，使血压升高，是心源性猝
死的重要因素之一。

用力排便 用力屏气排便时，膈肌和腹
壁肌会强烈收缩，令腹压升高，而血压急速
上升时， 可引起有器质性疾病的人发生心
律失常、心梗，引起猝死。

出现这些信号要警惕猝死
如果出现以下几方面的症状， 要高度

重视，必须马上拨打 120就诊。
不稳定心绞痛 心绞痛的特征主要为

发作性胸痛或胸部不适。 不稳定心绞痛，应
当与急性心肌梗死等同对待， 包括以下几

种情况：以前没有，新发生的心绞痛；以前
心绞痛比较稳定，但近一个月来胸痛性质、
发作频度、持续时间、缓解方式等在加重；
静息时（没受刺激的状态）发作心绞痛；夜
间发作心绞痛；支架或搭桥术后，心绞痛又
发作；心肌梗死后，心绞痛又发作。

急性心肌梗死 心绞痛持续时间过长
（超过 15 分钟）， 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不缓
解，伴低血压、心慌、出大汗、濒死感、意识
障碍等。

胸闷、憋气剧烈，难以忍受 需警惕肺
栓塞、心衰急性发作等。

剧烈头痛 需警惕脑出血。
眼前发黑伴心慌 需警惕恶性心律失常。
另外，如果以前有过心肌梗死、现在心

功能低下或伴有恶性心律失常， 是猝死的
高危患者； 心肌梗死但有严重心功能不全
的患者，也是猝死的高危人群。

健新

最近几年，总会时不时听到这些新闻：某某 IT 程序员、某某医生、某某 CEO
……倒在工作岗位上，猝死了。其中，也不乏一些平时看上去身体挺健康的青壮年。
明明工作环境和强度都一样，有人扛扛就过了，有人却猝死了？ 到底哪些人容易猝
死？

黑脉金斑蝴蝶群迁徙美出天际
近日，位于墨西哥罗萨

里奥附近的黑脉金斑蝶自
然保护区的黑脉金斑蝴蝶
群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大迁
徙， 数以万计的蝴蝶大军
团依附在树干上， 然后集
体飞向天空， 在阳光的照
耀下闪烁着橙色的光辉，
十分壮观。 黑脉金斑蝶翅
膀上面呈黄褐橙色， 翅脉
及边缘黑色，边缘有两串细
白点。它是地球上唯一的迁
徙性蝴蝶。

仪铭

现在越来越多的近视， 也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佩戴隐形眼镜，
很多女生几乎一年四季都戴着隐
形眼镜，可是却不知道，其实生理
期、 感冒等情况下是不能戴隐形
眼镜的。

月经期戴隐形眼镜易造成角
膜溃疡 经期戴隐形眼镜易造成
眼充血。 女性在月经期间眼压比
平常要高，眼球四周也较易充血，
痛经的女性更是如此， 这时如果
戴隐形眼镜， 会对眼球产生不良
影响。另外，由于月经期间机体免
疫力下降， 此时眼晴局部抵抗力
也下降，泪液分泌减少，枯草杆菌
就会大量繁殖， 使细菌的代谢产
物沉积在角膜与镜片之间， 造成
隐形眼镜透氧性降低， 角膜正常
的代谢受到干扰， 从而引起细菌
性角膜溃疡。

感冒戴隐形眼镜易患结膜炎
感冒时擦鼻涕、捂嘴打喷嚏，手上
很容易沾染上大量病菌， 如果双

手没有洗干净就去摘戴隐形眼镜，有可能
会将病菌带入眼中， 使眼睛产生炎症，严
重时有可能诱发或加重角膜炎及结膜炎。
建议感冒(特别是重症感冒)时最好戴摘取
方便、相对卫生的框架眼镜，少戴隐形眼
镜，如果一定要戴，摘戴时一定要反复洗
净双手。

另外，在感冒吃药期间可适当滴些人
工泪液，以达到补充眼睛水分的作用。 这
是因为很多抗感冒、止咳和止痛药物中都
含有抑制眼泪的成分，能让泪液分泌量减
少，不但会使得隐形眼镜过于干燥、透明
度降低而影响视力，角膜也会因湿润度降
低而出现眼睛发红、发痒、有异物感等不
适，有可能导致角膜炎、结膜炎等。

糖尿病患者戴隐形眼镜太伤眼 因为
隐形眼镜必须紧贴眼球角膜，眼球的任何
动作都会与隐形眼镜之间产生摩擦，而长
时间佩戴所形成的摩擦，自然而然对眼角
膜的损伤很大。由于糖尿病患者本身就处
在高糖的环境中，眼角膜自然比普通人更
加容易受到损伤；糖尿病患者自身的抵抗
力低也使得角膜感染的几率会大大提高，
眼角膜一旦出现问题， 愈合速度也会很
慢。所以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对糖尿病患者
的眼部健康十分不利。

杨丽萍

“凝霜币”不容小觑

1980 年版 2 角错版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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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硬币收藏当中，为大多数人所知
的当属“五大天王”和“四小龙”，可是在硬
币界还有这样一些存在，它们可能不被大
多人重视，但是有着非常高的价值。

2000 年的牡丹币王一枚价值 1000
元，但一些牡丹 1 元虽不是 2000 年，它的
收藏价值也不容小觑， 这就是“凝霜牡
丹”，价值能达到几十甚至上 100元。 所谓

“凝霜币”，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包浆，币面
上有各种或白或暗的颜色，看起来就如同
初秋的秋霜，因而得名“凝霜币”。 硬币在
长时间的流通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包
浆，而“凝霜币”则是各类包浆中较为罕见
的一种。

近日， 国家宣布 5 角硬币只收不付，
使得梅花 5角成为收藏新贵。 作为新中国
硬币发行史上最后一枚黄铜合金的货币，
梅花 5 角更是节节走高，而在收藏者们的
收藏过程中，有了一个特别的发现，这就
是“月牙版”梅花 5角。 在一些极少数的梅
花硬币当中，出现了天安门前中柱向左倾
斜的情况，中轴线对于正面 5 角中轴线向
左倾斜，“1992”4 字与国徽中轴线不成轴
对称。 钱币鉴赏专家表示，这是当时钱币
压制模具开裂造成的，将其称为梅花 5 角
硬币中的“月牙版”。

2 角硬币在硬币收藏界的地位不容小
看， 从 1980年开始发行到 1986 年停止发

行，一共发行了 7 版 2 角硬币，但是这当
中只有 3年面向社会公开发行了。 曾经在
2012 年， 一枚发行于 1980 年的 2 角硬币
被爆有人出价 30000 元购买，市场上引起
不小波动。 现在 1980 年铜锌 2 角硬币市
场价格大概在 2000 元一枚， 而这为数稀
少的 2 角硬币却也是大家公认的“错版

币 ” （如 图 ）。
虽然一直没
有过明确的
说法，但是这
贰角的“贰”
两横应该在

“弋”下面，而
贰角的“角”

字中竖也没有出头。 虽然只是小小瑕疵，
也奠定了这枚 2角硬币不同于一般硬币的
收藏价值。

“多肉硬币”价格上涨，这里的“多
肉”可不是指的多肉植物，而是在硬币的
印刷过程中由于一些印刷失误导致币面
上留下了一些本不该有的痕迹。“多肉钱
币”不算多见，但是很容易被人忽视，因此
流通过后的“多肉错版币”会因为划痕的
存在使得价值大打折扣，但是如果是全新
的硬币，一枚可以达到 100 元左右，虽然
不高，但是增值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

宝图君

记忆可以被操纵吗

人脑中有超过 1000�亿个神经元， 它们有不
同的功能，负责处理不同的信息。比如，我们看东
西的时候，大脑中负责视觉区域的神经元受到刺
激，就活跃起来，这个过程叫“激活”。如果人工对
这些神经元进行电刺激，也足以使人产生“看到”
的感觉。 这样说来，要是能够找到和相应记忆有
关的神经元，并对它们进行操纵，也许就能够达
到操纵记忆的目的。

但是，想要在无数的神经元中找到我们感兴
趣的一部分，无异于大海捞针。目前，科学家们只
能在实验动物中对这个问题开展探索，并进行一
些最简单的操纵。 比如说，针对脑中一类特殊神
经元———多巴胺能神经元，科学家已经可以在实
验动物中植入喜好或者厌恶某种东西的记忆。

多巴胺能神经元在受到刺激被激活后，会释
放一种叫作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影响周围其他的
神经元。 科研人员布置了 3 个相通的房间，让小
鼠在里面自由活动。 每当小鼠进入其中某个房
间时，它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就被人工激活，结果
小鼠被植入了“喜欢某个房间”的记忆，留在这个
房间的时间越来越多。 类似的，神经科学家也给
果蝇植入了厌恶某种气味的记忆。许多导致成瘾
的毒品（如可卡因）都能够使多巴胺能神经元产
生不正常的激活，从而在吸毒者脑中留下对毒品
喜好的记忆痕迹。 如果可以利用植入记忆的手
段，帮助吸毒者摆脱毒瘾，或者在罪犯脑中植入
对犯罪行为的厌恶，是不是很棒呢？

与植入记忆相反，如果我们能把相应的神经
元去掉，是不是就可以把记忆抹去了呢？ 科学家
已经在小鼠身上达到了删除恐惧记忆的目标。科
研人员先对小鼠进行恐惧训练，让小鼠在听到某
个声音的同时被电击，重复几次后，小鼠一听到
这个声音， 就会因为害怕被电击而立刻静止不
动。 科学家找到了被恐惧训练所激活的神经元，
并在特定的时候将这些神经元杀死。 结果发现，
已经对声音产生了恐惧反应的小鼠，在相关神经
元被杀死后就忘记了声音和电击的关系，听到声
音不再产生害怕的反应———小鼠对于声音的恐
惧记忆被永久地删除了。 将来，科学家希望可以
用操纵记忆的方法，帮助被恐惧记忆所折磨的人
摆脱痛苦。

张穆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