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大扫除， 当然要有好用的
工具帮忙， 在家里就能取得的保鲜
膜、 竹筷， 还有稍微加工就更好用
的晒衣架 、 纸筒 ， 都能省事又省
力， 帮助轻松完成大扫除。

衣架———长柄刷
旧晒衣架从中间向左右用力扳

开， 把两侧摺弯处尽力压平成一直
线。 用胶布将牙刷尾端黏在已扳直
的晒衣架顶端， 并将整个晒衣架用
胶布绕牢成细棍状就完成了。 旧牙
刷记得剪去上方已凌乱不堪的刷
毛， 将刷毛剪短后可让清洁动作变
得更容易。 呈现细长棍状的清洁法
宝， 对于橱柜、 沙发下的隙缝清洁
更是得心应手。

竹筷———清理细缝
把抹布套在几支竹筷上， 就可

以轻松把抹布伸到细缝中， 清除冷
气出风口等小地方的积尘更方便。
除了竹筷能辅助清洁工作外， 也可
以利用长尺扁又细的接触面， 加上
抹布后轻松一刮， 就可以清除窗框
的灰尘。

保鲜膜———黏毛除垢
黏附宠物毛发。 用抹布擦毛絮

容易卡在纤维里， 不易清洗。 可将
揉皱的保鲜膜喷湿， 保鲜膜的材质
会让猫毛狗毛容易被擦起， 用后即
丢最方便。

清除浴室皂垢。 建议喷完清洁
剂后敷一层保鲜膜， 等待 15 分钟，

让清洁剂充分发生作用， 然后再撕
除刷洗， 更轻松省力。

轻松刮除油污。 用过的保鲜膜
别急着丢， 揉成团后可轻松刮去餐
后碗盘上大部分的残肴油污， 经过
这一道手续 ， 再按照一般方法洗
碗， 省事、 省水、 省清洁剂。

纸卷芯———除毛滚筒
将橡皮筋一个个紧套到纸卷芯

上， 尽量套满纸卷芯， 把衣架上端
的勾推开， 即可将衣架拆开。 把纸
卷芯装进衣架中 ， 再恢复衣架形
状。 使用时抓着衣架头， 在沙发或
床铺来回滚一滚， 毛絮或头发就会
被卡进橡皮筋里。

吕雪萱

文明潇湘 爱卫同行

居家防霉诀窍
南方现在正值雨季， 连续

多天的阴雨天不仅容易让衣
物、 家具潮湿， 时间长了还容
易产生霉菌， 下面提供几个防
霉诀窍。

废物利用 木工活剩下的
锯末是一种吸湿能力极强的
物品。 新装修过的家庭不妨留
下一些撒在地面易于清扫的地
方， 可以防潮。 茶叶也可以代
替干燥剂对各种器材 （相机、
镜头等） 进行除湿， 找一个木
制或玻璃器皿 ， 下半部放茶
叶， 上半部放器材， 半个月换
一次茶叶， 十分有效。 塑料布
也有隔湿防潮的作用， 将它垫
在木质家具和潮湿的地面之
间， 可以防止木质家具受潮，
同时也保护了木质家具内放
置的东西。

巧用熨烫机 穿过的衣服
不要马上收起 ， 等汗水 、 雨
水、 灰尘除去之后再收进橱柜
或箱子。 毛料织物、 裘皮服装
可直接在太阳下晒干， 毛皮衣
服需要皮朝外晒 3 个小时， 如
果连续多天都是雨天， 也可以
用电熨斗烫一下。 被褥一定要
摊开晾晒， 否则外面晒得变色
了， 里面还是湿漉漉的。

赶走室内潮气 将厨房里
的水滴擦拭干净， 经常用排风
扇进行排气。 常用热水来消毒
碗筷 、 案板 、 毛巾等厨房用
品， 或者也可以考虑用市场上
卖的厨房除菌剂 ， 效果会更
好 。 不要将衣物放在屋内晾
干， 否则的话屋里的湿度就会
无端地加大了。

泽川

天气渐渐暖和， 大家开始把
压在箱柜中的春装及被子拿出来
替换了 。 为此提醒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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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人很少翻动压在箱底
的过季衣物， 而羊毛衫和羽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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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杀死这些过季衣被中的
虫卵， 一定要在连续两三天的晴
天下暴晒， 让高热量和紫外线杀
死衣服和被子里的寄生虫卵， 达
到干燥、 蓬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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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得太久反而
会因湿气损坏了棉织物。

郑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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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垫选不对，身体会出事
床垫过软或太硬都不利于脊

柱健康和拥有良好的睡眠。 从脊
柱健康的角度出发， 人体不论是
站立、 坐姿还是躺下睡觉时， 脊
柱都应该处于自然生理曲度。

当睡的床垫不合适， 脊柱处
于非自然生理状态时， 身体很难
完全放松下来， 进而影响到睡眠
质量———可能无法进入深度睡眠
状态， 长此以往还会影响到精神
状态。

所以， 判断这张床垫是否适
合自己， 就可以观察睡醒后有没
有腰酸背痛、 睡眠质量不佳、 没
有精神的感觉。

腰疼就要睡硬床，真的吗？
“腰腿疼就睡硬板床”， 不少

人认为腰有问题了要睡硬床， 甚
至是硬板床， 最好是一张木板上
面什么都不放。

其实睡硬板床的时候， 如果
是平躺睡姿， 人的整个后背直接
贴在上面 ， 臀部也贴在床板上 ，
身体和脊柱没办法放松， 脊柱会
直接挺起来。

如果是侧躺状态， 肩和臀直
接贴在床板上， 中间的脊柱也是
会被顶起来， 不能顺着往下放松，
反而会加重腰部的疼痛， 带来不
适。 所以有腰椎间盘突出等腰部
问题的朋友 ， 不建议睡硬板床 ，
或者过硬的床垫。

怎样判断床垫有没有选对？
选床垫的关键点是要支撑身

体。 有效支撑可以使脊柱成一条
直线， 无效的支撑会造成脊柱弯
曲。 所以合适的床垫在仰卧位和
侧卧位时要支撑起这些关键部位：

仰卧时压力点 ： 头 、 肩膀 、
肘、 骨盆、 脚跟。

侧卧时压力点： 耳朵、 肩膀、
髋、 膝盖、 脚踝。

除了床垫的受力点 ， 我们也
可以用这两种方法测试床垫：

1. 平躺时的测试方法
平躺在床上， 手掌向下 ， 将

手放在下背部曲线和床垫之间 ，
如果手很容易滑过， 且背部与床
垫间没有空隙， 那么这个床垫是
合适的。 如果有明显的间隙， 床
垫可能太硬了； 如果把手伸进去
很费劲， 那床垫就太软了。

床垫给予身体均匀支撑 ， 使
脊柱自然对齐在一个完全放松的
位置， 这就是一个合适的软硬度。

2. 侧躺时的测试方法
侧躺的时候， 如果能感觉到

床垫和身体的接触从肋骨、 骨盆，
直到脚踝都很贴合， 那么这个床
垫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不能， 说

明床垫太硬了； 如果感觉髋部快要
贴到床板了， 说明床垫太软了， 长
期使用会出现骨盆的相关问题。

床垫选择需要个体化
床垫的个体化选择是非常必要

的。 因为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不完全
一样， 同一张床垫有的人觉得这个
床垫太好太舒服了， 对有些人可能
就不合适。 具体情况因人而异， 挑
选适合自己的床垫， 建议大家尽量
实体试过后再选择。

总体的选择原则是： 在平躺或
侧躺这两种睡姿的情况下， 肩和臀
能沉下去， 但是同时中间腰部能够
很好的支撑， 腰部不能悬空。

婴幼儿和青少年的骨骼比较
软， 千万不要选择过软的床垫。 挑
选时可以让孩子躺在上面， 如果身
体随着床往下塌陷就不要选择了。

孕期妈妈大多采取侧卧位， 建
议使用有承托腰部功能的床垫。 体
重偏重的人， 则倾向选择稍微硬一
点的床垫， 也不要睡软床。

北京和睦家医院骨科
主任医师 路继科

副主任医师 崔玉杰

可能是床垫没选对
在想象中， 松软的床垫包裹住疲惫的身体、 伴着

阳光与棉花的味道沉沉入睡， 绝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事情了。 那软床真的能带来好睡眠吗？ 硬板床就对腰
好吗？ 我们一生将近 40%的时间都要在床上度过， 了
解如何选择一张适合自己的床垫， 是非常有必要的。

越睡越累？

换春衣春被
记得先晒晒

生活用品巧变洁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