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天来临， 大家开始
减少户外活动， 在家里也
因怕冷担心伤风不敢开窗。
殊不知， 室内空气假如不
流通， 极易致使细菌繁衍。

多数北方人家里都装
有暖气， 这让人保持温暖
的同时也有不少弊端。 首
先， 室温过高， 空气流通
不好， 空气中氧气不足，
长时间呆在这种环境会导
致免疫功能下降， 体质较
弱的人会出现烦躁不安、
皮肤发紧、 出汗、 血黏度

增高、 尿量减少等不适。 其次， 当空
气湿度低于 40%时， 病毒、 细菌繁殖
加快， 且易随着空气中的灰尘扩散，
导致慢性支气管炎、 哮喘等复发。

冬天多开窗对人的健康是有好
处的。 最好每天开窗通风 3 次， 每
次通风 15~20 分钟 ， 分别在早 、
中、 晚。 据测算， 在 80 平方米的
房间开窗约 20 分钟， 就可使致病
微生物削减 60% 。 开窗时段以 9
时~11 时、 14 时~16 时为佳。 若住
处临街， 则应争取在车少的时刻开
窗。 雾霾天不宜开窗， 雾霾中的颗
粒物被人体吸入后， 会黏附在呼吸
道和肺叶上， 易导致炎症。

聂勇

随着社会进步以及人们对
口腔健康重视度逐渐增加， 电
动牙刷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
部分。 电动牙刷通过电动机芯
的快速旋转或振动， 使刷头产
生高频振动， 提高刷牙效率。
然而， 电动牙刷并非所有人都
适用， 如果使用不当， 会对牙
齿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一般来说， 对于不能很好
掌握刷牙方法的儿童、 老年人、
残障人士， 电动牙刷可以帮助
其更好地清洁牙齿， 但如果长
时间把电动牙刷停留在一两颗
牙齿表面， 不仅容易造成牙周
组织受损， 还会磨损牙釉质，
所以这类人群使用电动牙刷最
好经过训练或由看护人协助使
用。 学龄前儿童正处于长牙和
换牙的关键时期， 牙齿和牙周

组织比较稚嫩， 因此， 10 岁以
下的儿童最好不要使用电动牙
刷， 如果一定要使用， 应尽量
选择刷毛软、 刷头小、 功率小、
刷头和刷柄一体化的电动牙刷。

选用何种刷牙工具和正确
掌握刷牙方法两者之间， 显然
后者更为重要， 只要手法正确，
普通牙刷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
果， 比如选用 “巴士刷牙法”
来刷牙。 首先将牙刷对准牙齿
与牙龈交接的地方， 刷毛与牙
齿大致呈 45°角， 同时将刷毛
向牙齿轻压， 接着开始做短距
离的水平运动， 在两颗到三颗
牙前后来回刷 10 次； 刷咬合面
时， 也是在两颗牙之间来回刷；
刷门牙时， 要把牙刷竖起来，
上下来回刷， 内外都要刷到。

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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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妙招

过度清洁 有些人一天做面部清
洁两次以上， 而且经常去角质。 这些
过度清洁的日常习惯是后续各种皮肤
问题的导火线 ， 会破坏皮肤的皮脂
膜。 皮脂膜是人体自身分泌的油脂和
水分等构成的天然屏障， 可以杀菌或
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 滋润皮肤 。 所
以， 不要经常去角质， 不要过度清洁
皮肤。

过度保养 现在的年轻女孩子 ，
只要是各种广告或明星说对皮肤有好
处的东西， 就不惜把自己的脸当 “试
验田”， 轮番上阵。 这些都属于过度保
养， 长此以往， 会出现毛孔粗大、 皮
肤暗沉、 松弛、 敏感、 皱纹等。 实际
上， 只要做好基础护理， 根据季节及
环境选择合适质地的一两种护肤品 ，
偶尔使用面膜就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了。

过度暴露 现在人们爱美盛行 ，
各种可以秀出好身材的清凉服装随处
可见， 甚至在寒冬也有人穿短裙， 这
些都属于过度暴露。 而暴露出的皮肤
会接触到更多的紫外线， 加速皮肤的
光老化和光损伤， 这样就容易出现皱
纹、 各种色斑和皮肤的萎缩等。

过度美白 人 都 说 “一 白 遮 三
丑”， 爱美的女士每天都会使用一种以
上的美白产品 ， 这些真的有效果吗 ？
事实上， 很多美白产品含有激素或重
金属汞等物质， 短时期可能有增白效
果， 但时间久后就会出现其他皮肤问
题。 要美白， 最重要的是防晒。 不论
使用含有何种成分的美白产品， 如果
防晒没做好， 要有实际效果很难。

郑玉平

盐水 在室内放两盆盐水， 油
漆味会慢慢消除 。 如果是木器家
具散发出的油漆味， 可以用茶水
擦洗几遍， 加速油漆味的挥发。

祛味清洁剂 在新装修的房间
中， 把祛味清洁剂倒入盘中， 将
盘分别放在每个房间中， 再结合
擦洗祛味法， 连续几天后， 就可
以有效去除难闻的油漆味。

柠檬 柠檬具有除异味的作
用， 也可以清除残留油漆味。 可
用柠檬浸湿棉球， 挂在室内以及
木器家具内， 即可消除油漆味。

菠萝 把菠萝切成两半， 放在
房间里， 可以吸走油漆味， 并散
发清香， 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

食醋 将盆子里打满清水， 然
后加入适量食醋搅匀， 放在通风
房间， 并打开家具门， 这样既可
以适量蒸发水分保护墙顶涂料面，
又可吸收残留油漆味。

胡佑志

轻松搞定家具油漆味

枕头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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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牙刷和手动牙刷

俗话说“高枕无忧”， 47 岁的马先
生喜欢睡较高的枕头， 甚至把两三个枕
头叠加使用， 造成颈椎椎管严重狭窄，
颈椎骨钙化异常， 并严重压迫颈椎骨
髓， 如再拖延治疗， 随时都可能瘫痪。
医生为马先生进行了颈椎扩大成型手
术， 小心地切开马先生的椎管， 植入了
一块小钢板撑起颈椎， 解除了压迫症状。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骨科主任
医师平安松表示， 头颈具有正常
的生理弧度， 使用太高或太低的
枕头， 都会破坏颈椎正常弧度和
平衡， 对颈椎造成伤害。 枕头应
该枕在颈项部， 高度在 6~10 厘
米左右为宜 ， 适应仰卧状态下
颈椎中立的位置 ， 能够让颈项
周围肌肉韧带及颈椎小关节处
于最佳的放松状态 ， 从而达到
消除疲劳的睡眠效果。

枕头过高或过低会怎样？
颈椎正常的情况下有一个前

凸， 如果枕头过高， 就会使生理
前凸变小或者产生颈椎的反弓，
颈椎的椎间盘的压力就会增高，
然后产生骨质增生或椎间盘突出，
导致神经血管压迫造成颈椎病。
枕头过低对颈椎病的影响相对小
一点， 但是会造成鼻腔、 咽喉的
水肿。 这样的话， 呼吸可能就不
是特别通畅， 可能会因脑血流过
多产生轻度的脑水肿， 第二天起
来以后会头晕脑胀。 而不枕枕头，

颈部肌肉会处在紧张状态， 颈椎
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放松。

怎么“枕” 才无忧？
当躺下时， 下巴最低处若朝

天， 就表示枕头太低； 若下巴往下
压， 即枕头太高。 下巴应该保持水
平， 才是舒服且正确的枕头高度。

你家枕头多久没换了？
据美国生活科学网站报道，

在人们每晚睡觉的枕头上， 有一
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里面不仅有
恶心的虫子 （尘螨）， 可能还有致
命的真菌 （曲霉菌）。 研究负责
人、 曼彻斯特大学的阿什利·伍德
科克介绍， 尘螨是引起过敏性疾
病， 加重哮喘的 “元凶” 之一。

枕头要一年换一个 枕头应
该每年换一个， 特别是本身就有
呼吸道疾病、 过敏性疾病的人。
如果没有基础疾病的， 可以放宽
到 3 年换一个。

养成洗枕头的好习惯 调查

中， 我们发现， 很多人都有晒枕
头的习惯， 却没有洗枕头的习惯。
太阳光中有紫外线， 确实有杀菌
的作用， 但引起人体过敏的， 除
了活的尘螨外 ， 还有尘螨的尸
体、 尘螨的粪便。 曝晒只能把尘
螨晒死， 而它们的尸体还留在枕
头上， 人一接触， 同样会过敏，
所以说， 曝晒是治标不治本的办
法。 如果是荞麦枕， 可把里面的
荞麦倒出来， 然后， 把荞麦和枕
套都浸在 55℃以上的开水里， 浸
10 分钟以上， 最后拿到太阳底下
曝晒， 并不停地拍打， 这样才能
最大程度地清除枕头上的尘螨。

有过敏性疾病的人， 尽量不
要用羽绒制品的枕芯 ， 容易过
敏。 如果一定要用， 最好用高密
度编织的枕头套， 把枕芯包起来，
并且每 2~3 个月， 至少曝晒一次，
晒的时候， 也要不停地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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