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链接

生活百科
２０17年7月4日 星期二 编辑：梁湘茂 邮箱：172869349@qq.com 版式：王思贤12

生活小妙招

近段时间 ， 有一款危险 “玩
具” 刷爆了朋友圈。 一根不起眼的
牙签， 绑在弩上 ， 射出去威力很
大。 射程可达 8 米， 能射穿纸箱。
一些学生将其作为日常玩乐的物
品， 还比拼谁射出去的牙签更远，
似成一股风潮。 这种危险的 “玩
具” 还曾一度在网上热卖， 除了学
生自己购买以外， 甚至还有一些家
长买来给孩子玩， 不禁让人捏把冷
汗。 作为医生在此呼吁 ， 家长千
万不要给孩子购买牙签弩 ， 并劝
阻孩子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伤人利
器。 一旦不小心射入眼睛 ， 随时
都可能有致盲的危险。

大量的临床资料研究表明， 类

似牙签这样的尖锐物品， 一旦刺伤
眼球， 后果都是不可逆转的 。 通
常， 尖锐物品刺到眼球都会造成角
膜损伤， 影响视力。 如果尖锐物刺
入较深， 还能刺穿晶体， 引起白内
障， 严重可致盲。 值得警惕的是，
穿孔之后， 伤口可能会被感染， 就
会引发各种眼部炎症 。 这种牙签
弩， 孩子把牙签射出去之后， 通常
还会捡回来再用， 上面常会沾染大
量细菌。 射到眼睛里， 这些细菌就
会感染伤口， 如果处理不及时， 不
但眼睛保不住， 感染还可能蔓延到
颅内， 导致生命危险。

由于牙签弩的牙签十分细小，
射出时通常极难发现和看到， 令人

防不胜防。 一不小心， 极易伤及身
边的无辜， 造成伤害事故， 后悔莫
及。 因此， 作为家长、 网站商铺、
学校和社会各方， 都要清醒果断地
站出来， 坚决予以抵制。 家长对孩
子要晓以利害关系， 千万不要盲目
赶潮流， 给孩子买来玩。 对已有的
牙签弩要没收销毁， 要知道， 眼睛
一旦出了问题， 那都是难以弥补
的， 极易造成终身遗憾。

一旦眼睛不幸被牙签弩射伤，
首先要及时清理去除眼内的牙签异
物， 适当给予包扎止血， 让患者静
卧， 并尽快前往医院就诊治疗。

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伍新华

早前， 人们通过洗澡清除身
体的汗垢油污， 现如今， 人们可
以通过各种方式的洗澡沐浴来消
除身体的疲劳， 舒筋活血， 改善
睡眠， 提高皮肤代谢功能和身体
的抗病力。 洗澡泡澡开始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身心保健方
式， 但洗澡是有科学讲究的。

搓澡太过伤皮肤 皮肤角质膜
是屏障保护层之一， 能够保持肌
肤湿润， 抵御微生物的侵袭。 搓
澡过度， 就会破坏这层天然的保
护膜， 导致肌肤敏感， 出现红血
丝 。 同时还可能加剧皮肤干燥 ，
甚至诱发瘙痒症等。

洗澡有个顺序 第一步洗脸是
因为人体淋浴热水时， 毛孔会迅
速扩张， 先洗脸可避免脸部毛孔
进入过多灰尘， 造成阻塞。 最后
洗头， 一则可以避免冷热的交替
刺激脑部血液循环； 二则先洗澡，
头皮和头发会在蒸汽中得到滋润，
有益于清洁和头皮健康。

酒后别洗澡 在酒精刺激下，
血管会轻度扩张， 造成血压降低，
而在这种情况下洗澡， 血液往体
表转移时可能会让血压降低更明
显， 血压降低则表明血流供应可
能无法满足体温改变， 此时很容
易发生晕厥。

饭后 1 小时再洗澡 洗澡一定
不能空腹， 当然也不要吃完饭马
上就洗， 最好休息一个小时， 以
免胃肠的供血量不足影响消化。

脑力劳动后别立刻洗 脑力劳
动时， 大脑高速运转， 对血液需
求量非常大 。 如果立刻去洗澡 ，
血液会向体表皮肤进行转移。 而
在洗澡过程中， 体表对血液的需
求量大， 这很可能会立刻造成大

脑供血量迅速降低， 引起供血量
不足导致晕厥。

拔罐后别洗澡 拔罐后皮肤正
处于一种 “被伤害” 状态， 如果
洗澡就会让毛孔正张开 （甚至是
破损） 的皮肤受到刺激， 非常容
易感染。

洗澡前别刮胡子 很多人喜欢
在洗澡前剃须， 其实这样反而不
好， 刚刚剃须后的皮肤有很多肉眼
看不到的微创， 这时马上洗澡， 沐
浴液、 洗发液还有热水等的刺激，
容易引起剃须部位的不适， 甚至
发红。

运动后别立刻冲澡 运动后
别立即去洗热水澡， 因为机体受
到热水刺激后， 会导致肌肉和皮
肤的血管扩张， 使流向肌肉和皮
肤的血液进一步增加， 导致其他
器官供血量不足 ， 尤其心脏和
脑部。

高花兰

时值盛夏 ， 又到花露水
“一显身手” 的时候了。 由于
花露水的成分中含有一些清热
解毒 、 消肿止痛的中药 ， 因
此， 花露水除了能祛痱止痒、
提神醒脑、 防蚊虫叮咬， 还具
有一定的除菌、 杀菌作用。 居
家常备一瓶花露水， 可使你的
生活多一份舒适与温馨。

爽身止痒 洗头或洗澡
时， 往水中滴入 5-6 滴花露
水， 能起到很好的清凉除菌、
祛痱止痒作用。

清洁双手 当你乘坐公交
车、 逛市场或者外出旅游时，
双手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公共栏
杆和扶手。 这时可将花露水滴
入掌中， 双手揉搓， 能起到很
好的清洁作用。

擦拭凉席 夏天， 人们常
常赤身躺在凉席上休息。 时间
久了， 汗渍就会沾满凉席， 使
人感觉很不舒服。 如果每天用
滴加了花露水的清水擦拭凉
席 ， 就可使凉席保持清爽洁
净。 当然， 擦拭时最好沿凉席
纹路进行， 以便花露水渗透到
凉席的纹路缝隙 。 这样 ， 清
凉、 舒适的感觉会更加持久。

浸泡口罩和毛巾 用脸盆
装半盆清水， 滴入 4-5 滴花
露水， 将洗净的毛巾、 口罩等
置入其中， 浸泡 15 分钟左右；
或者将口罩等先用水煮沸消
毒， 漂净之后， 放在阳光下暴
晒， 使用之前滴上 1-2 滴花
露水， 不仅有花露水独有的清
香味， 而且能起到一定的杀菌
作用。

擦拭电话、 手机 用纸巾
蘸少许花露水 ， 擦拭电话机
身、 听筒及按键或手机， 能使
电话机、 手机保持洁净。

喷洒居室 将清水与花露
水按 40： 1 的比例配好， 装入
喷水壶中均匀喷洒居室地面，
然后关闭门窗 10 分钟， 再开
窗通风。 早晚各进行一次， 可
使居室空气洁净清新。

朱浩

妙用花露水

当心牙签弩伤儿童
据媒体报道， 6 月 19 日， 新疆乌鲁木齐一名 10 岁男孩在返校途

中， 被同学玩牙签弩时射伤了右眼， 导致其眼角膜破裂， 引发其角膜穿
通伤、 外伤性白内障以及外伤性眼内炎。 经治医生遗憾地说， 受伤孩子
的视力将再也无法恢复到 1.0以上了。

每天下班回家洗热水澡， 可以
拂去疲累。 但是， 晚上 11 时后洗
澡影响睡眠。 这是为什么呢？

人体产生褪黑激素， 能诱导自然
睡眠， 通过调节人的自然睡眠， 起到
克服睡眠障碍的作用， 它的分泌旺盛
期为晚上 11时至凌晨 2时。 如果在
这个时间段内洗澡， 人体温度升高，
就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 褪黑激
素无法正常诱导自然睡眠， 就会影
响入睡。 因此洗澡时间没选好， 也
可能变成睡眠“杀手”。

陶诗秀

晚上 11时后
洗澡影响睡眠

洗澡 有讲究
时下新鲜玉米大量上市， 品

种有 10 多个， 其中量较大的有
“白糯 ”、 “黄糯 ” 、 “黄甜 ” 、
“彩糯” （花粘） 等四大类。

挑选鲜玉米的方法是 ， 一
看： 看个头大小 ， 要选个头大
的； 二攥： 选玉米粒饱满的； 三
剥： 穗头剥开一点皮， 看顶部粒
子多少 ； 四捏 ： 用指甲捏玉米
粒， 可出汁的为嫩的， 不出汁为
老的。 当然也应根据个人口味选
择， 如喜吃黏度强的， 可以选老
一点的 ， 蒸煮时 ， 时间稍长一
些， 玉米粒开了花， 味道最好，
而且易咀嚼。

保存鲜玉米的方法是 ， 首
先， 剥去玉米外层的厚皮， 留 3
层玉米的内皮 ， 不必择去玉米
须， 更不必清洗。 放入保鲜袋或
塑料袋中， 封好口， 放入冰箱的
冷冻室里保存。

食用前 ， 把玉米从冰箱里
拿出 ， 剥去内皮和玉米须 ， 用
清水冲洗干净后 ， 放入锅中 ，
倒入清水 ， 大火煮开后 ， 继续
煮熟即可 。 不用提前解冻 ， 更
不 要 水 开 后 再 放 入 冷 冻 的 玉
米煮 。

郭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