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调安装或使用不当， 会引发
火灾。 那么， 该如何防范空调导致
的火灾呢？

选择合适安装位置 安装空调
必须有利于空气循环和散热， 不要
直接安装在可燃物上， 离窗帘、 门
帘要有一定的距离， 以免卷入电机
发热起火。 柜式空调不要放置在可
燃的地板上或地毯上。

配备单独电源插座 空调应当
有单独的电源插座， 不要与其他电
器共用一个万能插座。 空调要安装
单独的熔断保护器， 防止电容器击
穿后引起温度上升而造成火灾。

定期清洗并做好保养 要定时清
洗冷凝器、 蒸发器、 过滤网、 换热
器， 用干布勤擦拭插头， 擦除灰尘。
更换外部绝缘破损的电线， 防止散
热器堵塞。 外出时， 应该将空调电
源切断； 遇到雷雨天气时， 最好不要
使用空调； 长时间停运的空调， 在重
新启动前， 先要进行一次检查保养。

江太发

巧洗猪肠、 猪肚 许多家庭喜欢
吃猪肠、 猪肚， 可这些食物比较难
洗。 其实， 首先可以将购回的猪肠、
猪肚在盐醋混合溶液中浸泡一会儿，
放点面粉搓揉片刻 ； 然后去脏物 ，
放在淘米水中泡一会儿； 再用清水
洗两遍即可。 若在淘米水中放几片
桔皮， 猪肠、 肚中的异物味， 则更
容易除去。

巧洗螺蚌 水产食品螺蚌味道鲜
美， 几乎人人爱吃， 但如不掌握好洗
螺蚌的诀窍， 则容易吃到泥沙。 其解
决方法是： 将购回的螺蚌放在清水盒
里养一整天， 并在水中滴入少许植物
油， 螺蚌闻了油味后， 会将肚中泥沙
吐尽。

巧洗平菇 清洗平菇的表面粘稠
物时， 可将平菇放在淡盐水中浸泡 3~
5 分钟， 然后再用细软净布沿菇纹轻
轻擦洗， 最后再用清水漂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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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 烹饪油都是由多种脂
肪酸构成的。 不同结构的脂肪酸烟
点不同， 高温油烟会损害健康。 油
烟含有多环芳烃、 苯并芘、 巴豆醛
等致癌物质， 一氧化碳、 甲醛等有害
气体， 长时间吸入易引起慢性咽炎、
鼻炎、 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 目前
市场上出售的色拉油、 高级烹饪油
杂质少， 烟点比较高， 所以不需要
等到锅里的油开始冒烟才放菜炒。
预防油烟危害， 有以下五个方法：

1. 尽量少用土法榨的粗油、 毛
油， 也不要反复用以前炒菜剩下的剩
油。 没有精炼过的油和剩油含杂质多，
烟点低， 炒菜时会放出更多的油烟。

2. 炒菜时， 减少含有较多不
饱和脂肪酸的大豆油 、 玉米油 、
葵花籽油的比例 ， 优先选用热稳
定性较好的油 ， 如精炼茶籽油 、
精炼橄榄油、 椰子油等。

3. 降低煎炸 、 爆炒 、 红烧 、
干锅等需要高温加热油脂的菜肴
比例， 增加白切、 白灼、 蒸、 煮、
炖、 焯、 凉拌等烹饪方式。

4. 使用吸力强的抽油烟机 ，
注意安装时距离灶台的高度合理，
不要太远， 保证吸力足够强。

5. 在开灶台火前就打开抽油
烟机， 等到炒菜结束之后再继续
抽 5~10 分钟， 尽量让没有充分燃
烧的废气和油烟都被吸走。 同时，
打开附近的窗子 ， 使新鲜空气流
入， 保持厨房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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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法
减少油烟危害

面对火灾
教孩子学会正确逃生

3 月 25 日， 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克
麦罗沃市一家商场发生大火， 据俄紧急情
况部 26 日发布的最新消息， 此次火灾已
造成 64 人死亡， 50 多名伤者送医， 其中
大部分是儿童。 日前正值俄罗斯春假， 事
发时当地一所小学的老师正在带领学生们
看电影， 火灾造成电影院两个放映厅坍
塌， 数十名学生遇难。 目前， 事故原因正
在调查之中。 有目击者声称， 是一名在此
游玩的儿童用打火机引燃了弹簧床的海绵
垫。 在火灾面前， 儿童的身体和心理都显
示出明显的弱势， 少年儿童逃生自救能力
弱， 在发生火灾后更容易伤亡。

对于年幼的孩子们来说， 消防教育
迫在眉睫， 家长们要告知孩子玩火的危
害， 以及让他们知道遇到火灾后应该如
何正确逃生。

巧洗食物

教育孩子不玩火
1.�观看防火电视节目，

引导孩子说出火灾的危害
火不仅能烧毁房子 ， 烧伤
人； 还会烧毁森林， 污染空
气。 要提醒孩子如果发生了
火灾， 他心爱的玩具就会全
部被烧掉， 让他切身体会和
想像火灾的巨大危害力。

2.�告诫孩子不要玩火
火柴、 打火机不是玩具， 不
能随便玩。 点蜡烛、 点蚊香
有火灾危险性， 使用时应注
意远离可燃物。 在没有大人
在身边时， 不得单独燃放烟
花爆竹， 不得私自拿家里存
放的易燃易爆危险品。

3.�教育孩子不要摆弄
家里的电器、 煤气、 灶具开
关等 家用电器、 家用燃气
都存在火灾危险性， 应当在
大人的监护下安全使用。

4.�让儿童知道遇到火
灾时怎样报警 多跟孩子交
流消防安全事故及知识， 让
孩子了解家庭及住宅楼发生
火灾时疏散的途径。

模拟火灾场景
防患于未然

孩子毕竟年幼， 很多理
论上的知识说起来很简单，
一旦出现事故 ， 之前记住
的知识却不知道该怎么用。
所以 ， 家长们可以在日常
生活中多多模拟火灾场景，
让孩子真正掌握火灾逃生
的技能。

1.�带孩子进行场景演
练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假
设火灾场景， 和孩子一起玩
消防员灭火， 正确使用灭火
器； 或者是怎样在大火中躲
避、 逃生， 如何呼吸， 如何
奔跑； 身上着火了， 要脱掉
衣服把火踩灭或者在地上打
滚灭火等等。

2.�用游戏的方式教孩
子掌握消防知识 家长可以
和孩子进行消防安全知识
有奖竞答 ， 通过设立各种
问题， 强化消防知识记忆，
鼓励孩子主动自觉地了解
消防安全 。 平时 ， 要教会
孩子记住报警电话 、 家长
姓名 、 家庭住址以及电话
号码。

突遇火灾如何逃生
火灾发生时， 孩子们大

多会焦虑不安、 惊慌失措。 如
果孩子不了解如何行动， 对他
们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更大。

1.�熟悉出口看标志 走
进商场 ， 应让儿童记住商
场名 ， 留心观察逃生疏散
路线上的防火门 、 疏散楼
梯 、 安全出口的位置 ， 以
及灭火器 、 消火栓 、 报警
器的位置。

2.�立即报火警呼救 当
发现火情时 ， 保持沉着冷
静， 立即拨打火警电话进行
报警， 并清楚说明当前所处
的位置。

3.�利用疏散通道逃生
发生火灾后， 不能乘坐电梯
逃生。 切忌慌张、 乱跑， 弄
清楚风向， 并在火势未蔓延
前， 朝逆风方向快速离开火
灾区域。 在下楼梯时应抓住
扶手、 有序前进， 不要争先
恐后， 以免发生踩踏事故，
造成二次伤害。 一旦受伤难
以前行， 要躺在通道两侧等
待救援。 在必须穿过浓烟逃
生时， 要让孩子记住爬行前
进， 并把衣服浸湿遮住鼻子
和嘴， 减少浓烟的吸入。

4.�利用器材逃生 商场
可利用逃生的物资比较多。
如将衣服、 毛巾、 被单、 纸
巾、 口罩浸湿后捂住口鼻，
可制成防烟工具 ； 利用绳
索、 布匹、 床单、 地毯、 窗
帘等物品帮助自己下滑到地
面或较低楼层。

5.�千万不要从窗口往
下跳 如果楼层不高， 可以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绳
子从窗口降到安全地区。 但
是如果在较高的楼层就不建
议这么做了， 小朋友应该跑
到窗口等通风的地方大声呼
叫， 等消防官兵的救援。

6.�寻找避难处所逃生
选择火势、 烟雾难以蔓延的
房间等待救援， 关好门窗 ，
堵塞间隙。 如有水源， 要立
刻将门、 窗和各种可燃物浇
湿， 减缓火势、 烟雾的蔓延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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