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 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
视， 开始多方面关注饮食、 睡眠、
运动。 需注意的是， 一些日常小细
节如洗手、 漱口的好习惯养成， 也
与健康息息相关。

认真洗手 从洗手目的来看，
“勤 ” 固然重要 ， 但更应该突出
“认真” 二字， 否则就达不到预防
病从口入的效果， 即要认真对待
每一次餐前、 便后的洗手， 真正按
照专家提示的那样， 把手指、 指
甲、 指缝、 手心、 手背、 手腕等部
位都清洗到位， 而不能停留在形式
上的 “洗手”。

细嚼慢咽 人们若能把食物咀
嚼 30 秒以上， 对健康非常有好处。

细嚼之后， 还要慢咽。 细嚼慢咽能
够减轻胃肠负担， 并且预防进食过
饱。 吞咽过快或吞咽时说话都很容
易造成食物进入气管， 由此还可能
继发呛咳， 甚至是吸入性肺炎或窒
息。 小孩和老年人尤其需注意， 假
如狼吞虎咽， 粗糙的食物就可能刺
伤、 烫伤食管， 有的还会梗阻在食
管， 损害健康。

刷牙漱口 刷牙能保持口腔卫
生， 睡觉前、 起床后都要刷牙。 而
且， 牙齿后部的清洁比前排牙齿的
清洁更重要， 内侧的清洁比外侧的
清洁更重要。 刷牙时间一般不少于
2 分钟。

饭后漱口 在清除口腔食物残

渣之后再喝一口温开水， 冲洗留在
食道的残渣， 以保持牙齿卫生和食
道表面清洁。

梳头提肛 经常梳头， 对头上
穴位能起到按摩、 刺激作用， 达到
疏通经络、 运行气血、 宁神开窍的
功效， 有助于消除大脑疲劳、 延缓
衰老， 使头发乌黑亮泽。 提肛运动
是将肛门向上提， 然后放松， 接着
再向上提， 再放松。 如此一提一松
为一次 ， 连续 9 次为一组 ， 站 、
坐、 行均可进行。 其动作要领是意
念适中、 轻稳柔和， 可以促进局部
血液循环， 预防痔疮等肛周疾病。

广西南宁市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李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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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蜂为什么这么“毒”？
每年 8 月至11 月份是马蜂的

繁殖期， 此时马蜂对外界的惊扰
变得异常敏感， 对人的攻击性也
变得很强。 再加上这一时期无花
可采、 无蜜可酿， 极易发生马蜂
袭人事件。

马蜂， 学名 “胡蜂”， 又称为
“蚂蜂” 或 “黄蜂”， 属膜翅目之
胡蜂科， 体大身长毒性也大， 是
一种分布广泛、 种类繁多、 飞翔
迅速的昆虫。 雌蜂身上有一根有
力的长螫针， 无毒腺盖， 在遇到
攻击或不友善的干扰时， 会发起
一次或多次攻击。 马蜂针上的毒
素分溶血毒和神经毒两类， 蛰到
人的皮肤、 血管上可引起过敏反
应和毒性反应， 以及肝、 肾等脏
器的功能衰竭， 严重者可导致死
亡， 对过敏体质的人尤其危险。

具体来说， 马蜂蜇后受蜇皮
肤立刻红肿、 疼痛， 甚至出现瘀
点和皮肤坏死； 眼睛被蜇时疼痛
剧烈、 流泪、 红肿， 可发生角膜
溃疡； 全身症状有头晕 、 头痛 、
呕吐、 腹痛 、 腹泻 、 烦躁不安 、
血压升高等， 一般在数小时至数
天内消失； 严重者可有嗜睡、 全

身水肿、 少尿、 昏迷、 溶血、 心
肌炎、 肝炎、 急性肾功能衰竭和
休克； 部分对蜂毒过敏者可表现
为荨麻疹、 过敏性休克等。

如何避免被马蜂蜇伤？
那么， 在野外行走时， 应注

意什么才能避免被马蜂蛰伤呢？
1. 到树林行走时应观察周边

环境， 避免惊扰蜂巢；
2. 在野外尽量穿长袖、 戴帽

子， 避免穿戴深色或表面粗糙的
衣帽， 不用香味浓烈的化妆品 、
香水等， 以免 “招蜂引蝶”， 可适
当喷一些防蚊药水；

3. 不应在空旷的地方摆放没
有掩盖的糖类食物及饮品， 以免
马蜂集结；

4. 如遇见零星几只马蜂在周
围盘旋， 表示你已接近它的警戒
范围， 绝不要挥赶或骚扰它， 也
不要近距离观察 ， 要尽快离开 ，
冷静走向下风处， 并注意其动向，
以免它发出信息招来群蜂攻击；

5. 马蜂停落在头上、 肩上时，
轻轻抖搂即可， 不要拍打；

6. 蜂群攻击时， 应尽快用衣
物包裹暴露部位 ， 可蹲伏不动 ，
不要迅速奔跑， 更不要反复扑打,

避免激惹蜂群；
7. 附近发现马蜂巢穴， 切勿

自行摘巢， 应报告专门部门处理，
尽可能备好急救药品 （如蛇药 、
息斯敏等）。

被马蜂蜇伤如何急救？
多数马蜂蜇人后， 不会把刺

留在人身上， 但也有少部分会留
刺， 因此被蜇伤后要首先检查伤
口处是否有毒刺残留,如果有应用
手或镊子取出来。 之后马上用清
水反复冲洗伤口， 并用手挤压伤
口附近， 把毒液挤出， 这样会减
轻中毒后红肿； 不要用脏水清洗，
更不要用泥糊在创面上， 否则容
易感染伤口。 出现发热、 头晕头
痛、 胸闷、 呼吸困难、 恶心呕吐
等全身症状时， 应及时就医； 出
现神志不清、 心跳呼吸骤停的情
况， 应立即对患者进行现场心肺
复苏， 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周凯 赵冉

野外出行小心被蛰 家用饮水机应该勤洗 ，
具体做法如下：

一、 拔去电源插头 ， 取
下水桶。 打开饮水机后面的
排污管， 排净余水， 然后打
开所有饮水开关放去剩余的
水。

二、 用镊子夹住酒精棉
球， 仔细擦洗饮水机内胆和
盖子的内外侧。

三 、 将 300 毫升消毒液
溶解到 2 升左右的水里， 再
倒入饮水机内胆中， 充盈整
个腔体， 浸泡 10～15 分钟。

四、 打开饮水机的所有
开关， 包括排污管和饮水开
关， 排净消毒液。

五、 用清水冲洗整个饮
水机腔体， 然后打开饮水机
的所有开关排净冲洗液体。

六、 用酒精棉球擦洗开
关处的后壁。 饮水机消毒完
毕， 还可能有微量的消毒液
残留， 不可马上饮用。 正确
的做法是： 倒一杯水， 闻闻
有没有氯气味， 如有就再放
水清洗， 一直到闻不出氯气
味才可放心使用。

泽川

秋分已过， 秋寒渐显， 大家
开始把压在箱柜中的秋冬装及被
子拿出来使用 ， 需要提醒的是 ，
在穿、 盖前应将衣服被子在阳光
下晒一晒， 杀死细菌， 保证身体
健康。

大多数人都将秋冬季干净衣
被放在箱柜中， 很少翻动， 而羊
毛衫、 牛毛绒衫、 绒衣被等都含
有角蛋白， 这种蛋白质正是蛀虫
卵孵化为幼虫的理想 “食物”。 蛀
虫在衣被里生长繁殖， 会产生大
量病原体， 危害人体健康。 所以，
要找连续两三天的晴天曝晒放了
一季的衣被， 让高热量和紫外线
杀死衣被里的寄生虫卵， 并可收
到干燥、 膨松的效果。

晒棉被时， 在上午 10 时至下
午 2 时 30 分的直射日光下晒 3
个半小时最为理想， 晒得太久并
没有好处， 反而引来湿气或者伤
及棉 、 布质 。 如果被单是白色
的， 应当反面晒， 因白色被单会
反射热能 ， 不能收到曝晒的效
果。 此外， 一部分老人喜欢在晒
的时候用木条来 “打” 棉被， 认
为可以将被子打得更膨松、 更干
净， 实际上这样做不仅会把暖和
的空气 “打” 出来， 还会伤及棉
被的纤维。

郑金美

勤洗家中饮水机

近日， 上海一家科技公司组织员工团建过程
中遭遇马蜂群， 导致 23 人受伤。 “有位同事被马
蜂蛰了， 没过多久， 一大群马蜂聚集过来， 黑压
压的一片， 太吓人了！” 一名企业员工回忆起来仍
心有余悸。 据悉， 该公司有 70 多人， 共有 23 人
被不同程度蛰伤， 患者均出现蛰伤处红肿疼痛，
部分患者还有口唇麻木、 头晕、 不适等全身症状。
幸运的是， 经过医生救治， 大部分患者出院， 其
中一位重伤女士各项指标渐渐趋于正常。 而不幸
的是， 9月 8日， 四川平昌县响滩镇双梁村的祖孙
三人都在毒蜂蜇伤后身亡。 每年马蜂引发的意外
伤亡， 都在敲响着人们秋季出行防蜂的警钟。

生活小细节 与健康息息相关

又到马蜂活跃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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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期， 此时马蜂对外界的惊扰
变得异常敏感， 对人的攻击性也
变得很强。 再加上这一时期无花
可采、 无蜜可酿， 极易发生马蜂
袭人事件。

马蜂， 学名 “胡蜂”， 又称为
“蚂蜂” 或 “黄蜂”， 属膜翅目之
胡蜂科， 体大身长毒性也大， 是
一种分布广泛、 种类繁多、 飞翔
迅速的昆虫。 雌蜂身上有一根有
力的长螫针， 无毒腺盖， 在遇到
攻击或不友善的干扰时， 会发起
一次或多次攻击。 马蜂针上的毒
素分溶血毒和神经毒两类， 蛰到
人的皮肤、 血管上可引起过敏反
应和毒性反应， 以及肝、 肾等脏
器的功能衰竭， 严重者可导致死
亡， 对过敏体质的人尤其危险。

具体来说， 马蜂蜇后受蜇皮
肤立刻红肿、 疼痛， 甚至出现瘀
点和皮肤坏死； 眼睛被蜇时疼痛
剧烈、 流泪、 红肿， 可发生角膜
溃疡； 全身症状有头晕 、 头痛 、
呕吐、 腹痛 、 腹泻 、 烦躁不安 、
血压升高等， 一般在数小时至数
天内消失； 严重者可有嗜睡、 全

身水肿、 少尿、 昏迷、 溶血、 心
肌炎、 肝炎、 急性肾功能衰竭和
休克； 部分对蜂毒过敏者可表现
为荨麻疹、 过敏性休克等。

如何避免被马蜂蜇伤？
那么， 在野外行走时， 应注

意什么才能避免被马蜂蛰伤呢？
1. 到树林行走时应观察周边

环境， 避免惊扰蜂巢；
2. 在野外尽量穿长袖、 戴帽

子， 避免穿戴深色或表面粗糙的
衣帽， 不用香味浓烈的化妆品 、
香水等， 以免 “招蜂引蝶”， 可适
当喷一些防蚊药水；

3. 不应在空旷的地方摆放没
有掩盖的糖类食物及饮品， 以免
马蜂集结；

4. 如遇见零星几只马蜂在周
围盘旋， 表示你已接近它的警戒
范围， 绝不要挥赶或骚扰它， 也
不要近距离观察 ， 要尽快离开 ，
冷静走向下风处， 并注意其动向，
以免它发出信息招来群蜂攻击；

5. 马蜂停落在头上、 肩上时，
轻轻抖搂即可， 不要拍打；

6. 蜂群攻击时， 应尽快用衣
物包裹暴露部位 ， 可蹲伏不动 ，
不要迅速奔跑， 更不要反复扑打,

避免激惹蜂群；
7. 附近发现马蜂巢穴， 切勿

自行摘巢， 应报告专门部门处理，
尽可能备好急救药品 （如蛇药 、
息斯敏等）。

被马蜂蜇伤如何急救？
多数马蜂蜇人后， 不会把刺

留在人身上， 但也有少部分会留
刺， 因此被蜇伤后要首先检查伤
口处是否有毒刺残留,如果有应用
手或镊子取出来。 之后马上用清
水反复冲洗伤口， 并用手挤压伤
口附近， 把毒液挤出， 这样会减
轻中毒后红肿； 不要用脏水清洗，
更不要用泥糊在创面上， 否则容
易感染伤口。 出现发热、 头晕头
痛、 胸闷、 呼吸困难、 恶心呕吐
等全身症状时， 应及时就医； 出
现神志不清、 心跳呼吸骤停的情
况， 应立即对患者进行现场心肺
复苏， 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周凯 赵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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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全身症状时， 应及时就医； 出
现神志不清、 心跳呼吸骤停的情
况， 应立即对患者进行现场心肺
复苏， 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周凯 赵冉

马蜂为什么这么“毒”？
每年 8 月至11 月份是马蜂的

繁殖期， 此时马蜂对外界的惊扰
变得异常敏感， 对人的攻击性也
变得很强。 再加上这一时期无花
可采、 无蜜可酿， 极易发生马蜂
袭人事件。

马蜂， 学名 “胡蜂”， 又称为
“蚂蜂” 或 “黄蜂”， 属膜翅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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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树林行走时应观察周边

环境， 避免惊扰蜂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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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盘旋， 表示你已接近它的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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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马蜂蜇伤如何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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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反复冲洗伤口， 并用手挤压伤
口附近， 把毒液挤出， 这样会减
轻中毒后红肿； 不要用脏水清洗，
更不要用泥糊在创面上， 否则容
易感染伤口。 出现发热、 头晕头
痛、 胸闷、 呼吸困难、 恶心呕吐
等全身症状时， 应及时就医； 出
现神志不清、 心跳呼吸骤停的情
况， 应立即对患者进行现场心肺
复苏， 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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