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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大扫除 各种清洁剂你会用吗？
新年新气象，不仅人要干干净
净，不妨给房子也来个大扫除。 洁

涤剂等为含氯的清洁剂，洁厕剂为
含酸的消毒清洁剂，混合使用时会

规企业生产的合格洗洁精。 家庭洗
碗时尽量不用或少用洗洁精，对油

垢和污垢，并产生一定的泡沫。
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

使用。 一般稀释浓度为 2‰~5‰，
即 1000 毫升水里面放 2~5 毫升

净的居室环境不仅能让旧屋大变
样， 还可以让全家人的身体更健
康。 不过，在大扫除时，各种各样的

产生有毒的氯气，致使人的眼、鼻、
咽喉受到刺激，引起炎症，严重的
还会烧伤肺部。 此外，使用洁厕剂

腻的餐具可以先用热水冲洗后再
使用洗洁精，减少其使用量。
洗碗时洗洁精的浓度应为

洗手液，不合格的洗手液中可能含
有大肠菌群、绿脓杆菌和金黄色葡
萄球菌，细菌含量超标，对人体危

的 84 消毒液， 但不要用 50℃以
上的热水稀释。 应该将被消毒物
品全部浸没在水中， 且浸泡时间

清洁剂到底怎么用呢？

时应尽量避免接触皮肤，万一洒到
了皮肤上， 可用清水反复进行冲

0.2%~0.5%。 用洗洁精清洗后的
餐具必须用流动自来水漂洗两次

害很大。
使用洗手液的时候每次按出

应为 10~30 分钟， 消毒以后的物
品要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后才能

洗。

以上。 否则，长期摄入洗洁精中的
残余化学毒素，会导致人体血液中
钙离子浓度下降、血液酸化。 这些

一滴就够了， 在手上反复搓洗后，
再用流动水全面冲洗 15 秒以上，
这样才能把洗手液残留清洗干净。

使用。
徐文胜强调，84 消毒液的漂白
作用与腐蚀性较强， 因此蔬菜、水

洁厕剂
上海长征医院感染科副主任
徐文胜介绍说，洁厕剂是家庭必备

洗洁精

的清洗剂，专门清洗卫生间内的顽
固污渍，有杀菌功效，清洗后洁具
光亮且不损伤表面。 使用洁厕剂

洗洁精，其主要成分为“表面
活性剂”，在水介质中，能使污物溶
解、乳化、分散、悬浮，再经清水漂

毒素还能使肝脏的排毒功能降低，
使原本该排出体外的毒素积蓄在
体内，降低人体免疫力。

此外，最好不要加水稀释洗手
液，这样的杀菌和清洁效果会大打
折扣。

果等食物不能用 84 消毒液消毒。
最好也不要将它用于衣物的消毒，
必须使用时浓度要低，浸泡的时间

时， 可直接喷淋在洁具表面或内
部，等过了几分钟后，使用厕所刷

洗，就可使污物从餐具表面分离出
去，达到洁净效果。 除了表面活性

洗手液

84 消毒液

不要太长，避免衣物掉色。 它对金
属有腐蚀作用，因此擦拭金属类家

将马桶彻底刷洗一遍即可。
洁厕剂不能与 84 消毒液、漂
白粉、洗涤剂等其他洗涤用品同时

剂， 洗洁精中还含有其他成分，如
助剂、香精、杀菌剂等，能除去一些
对人体有害的微生物。

洗手液的配方有表面活性剂、
加脂剂、润肤保湿剂、增稠剂等。 表
面活性剂是洗手液配方中的主要

84 消毒液是一种以次氯酸钠
为主的高效消毒剂， 有效氯含量
为 5.5%~6.5%。 它有一定的刺激

用物品时需谨慎。 由于对皮肤有较
强的刺激腐蚀性，在使用时应戴手
套，避免接触皮肤。

使用。 因为 84 消毒液、漂白粉、洗

徐文胜表示，首先，应选择正

成分，其基本功能是去除手上的油

性与腐蚀性， 必须稀释以后才能

记者 梅一鸣

珠黄羚羊散 外用功效多

常打呼噜 提示多种疾病
打呼噜在临床较为常见且危害
巨大，它不属于独立的疾病，却是某

个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严重时

珠黄羚羊散具有清热解毒、消炎

还会危及生命。 影响到心肺循环时，

些疾病的表现， 就像感冒时咳嗽、流

会出现心律失常（心动过缓、心律不

鼻涕一样，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阻塞性

齐等）、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心衰
甚至夜间猝死； 影响到中枢神经系
统，容易引发脑缺血、脑出血；影响到

止痛的功效，临床应用发现，珠黄羚
羊散还可外用治疗以下疾病：
化脓性中耳炎。 先用双氧水彻底

取药液待用。 鱼腥草药液与适量珠黄
羚羊散药粉调成糊状， 外敷疱疹处，
每日敷两次，3 日后疼痛减轻，局部的

清洗并擦干净外耳道的脓性分泌物，
然后取珠黄羚羊散药粉均匀喷于耳

水泡成枯干样。
口腔溃疡。 取珠黄羚羊散药粉直

入熟睡状态。 如果机体长时间缺氧，

内分泌系统， 容易出现性功能障碍、
肥胖、糖尿病等疾病。

还可导致严重的低氧血症，对人体各

刘尹

内，每日 3 次，一般用药 3 天后，耳内
分泌物明显减少。 继续外用 3~4 天，
即可治愈。

接喷于患处， 每日 3 次， 连续使用 5
天。 用药期间忌食辛辣刺激、油腻、烟
酒之物。
胡佑志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由于睡眠时频繁出现呼吸暂停，

图：TP

会直接导致体内缺氧，使患者很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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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敏性疾病发
生和进展过程中，特

带状疱疹。 取鱼腥草适量，煎煮

应性皮炎是最早出现
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

寒冬来临 按摩可防冻疮

15%~20%的婴幼儿
会发生特应性皮炎，
约 45% 在 出 生 后 6

天气寒冷， 一些老人常到户

个月 之 内 发 生 ，60%
则在出生后一年内发

外活动，若不注意手、脚、耳、脸等
部位防寒保暖，很容易引发冻疮。

左右。
按摩双腿。 双腿伸直坐于床

脚心相对。 用左手按住右脚心，用
右手按住左脚心， 然后两手同时

生。

按摩是防范冻疮行之有效的方法
之一。
按摩双手。 双手反复搓摩，直

上，双手紧抱左侧大腿根，从大腿
根向下用力摩擦至脚踝部， 再从
脚踝部摩擦至大腿根。 然后，用同

用力按摩，共需按摩 20 次。
按摩双耳。分别用两手的食指
和拇指捏住两侧耳廓，从耳上至耳

到发热。 先用左手紧握右手的手
背进行上下摩擦， 再用相同手法

法按摩右侧大腿， 共需按摩 20
次。

下反复进行摩擦，直到两耳发热为
止。
吉学锐

过敏性疾病的初
级干预包括多方面内
容， 喂养干预是其中
重要的一部分。 4~6
个月以上的完全母乳

摩擦左手手背，一般需摩擦 20 次

按摩脚心。 屈膝坐在床上，两

图：TP

喂养可降低食物过敏
和婴儿湿疹的发生。
而对于不能完全母乳

普及健康知识
关注青年心理问题
做完烤瓷牙
日常需保养

取百合 30 克、鸡蛋黄 1 个、冰

喂养的婴儿， 牛奶蛋
白将是婴儿最早接触

烤瓷牙一般需要牙根固定，如

持口腔的日常清洁。 烤瓷牙与基牙

深处松动，会引起炎症。

的食物抗原。 对于过

果患者没有牙根的话就需要采取
冠桥修复的方法，把两侧的牙齿磨
掉一圈成为“桥基桩”，然后把烤瓷

的合缝处容易聚集菌斑，饭后几个
小时不清洁的话，食物残渣就会聚
集到此，导致牙龈发炎，外表堆积

值得注意的是，烤瓷牙是活动
假牙，这种假牙的垂直咬合力只能
达到自然牙的 1/20，而烤瓷牙质硬

择经过临床验证的部

冠套上去。 有人抱怨做烤瓷牙有失
败的可能，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做

的污渍开始形成牙石。 时间一久，
牙龈黏膜红肿疼痛，炎症会越来越

而脆， 应尽量避免啃咬过硬的食
物，如核桃、蟹脚、酒瓶盖等，以免

分水解配方奶粉。
瑞金医院儿科
主任医师 邵洁

完烤瓷牙，还需要进行日常的维护
保养。
首先，做了烤瓷牙之后需要保

严重。
其次，烤瓷牙的冠桥修复容易
令牙齿咀嚼受力不均匀，引起牙根

发生“
崩瓷”。 如果发现烤瓷牙表面
被损坏，要及时去医院检查。
韩杰

敏性疾病高风险婴
儿， 很多权威指南和
专家共识均建议，选

可连接蓝牙的缓释胶囊
等机构研究人员研发， 借助 3D 打

在吞咽溶解后， 胶囊内封装的

传感器，监测胃中环境，并将信息通

能连接蓝牙的口服胶囊， 服用后可
在胃中保留约 1 个月。在未来，有望
使用智能手机来控制体内给药。

印技术由柔性高分子聚合物材料逐
层打印而成。 目前已在动物身上进
行了测试， 研究团队希望两年内能

“臂”会展开成 Y 形，趴在胃壁上。其
中一条“臂”内有 4 个装有药物的小
室，里面的药物可缓慢释放。

过蓝牙信号传到智能手机设备上。
胶囊的传感器也可用来诊断疾病的
早期症状，并给出相应的给药方案。

除携带药物外， 胶囊还可携带

周伟

进行相关的人体试验。

黄搅匀，加冰糖（糖尿病患者省去）
煎至 100 毫升，温服，每日 2 次。
百合配蛋黄，出自张仲景《金
匮要略》一书，称为“百合鸡 子 黄
汤”。 方中，百合味甘性微寒，入心、
肺经，为清补佳品，主要有养阴清
火、驱烦安神的功效，临床可用于
阴虚火旺或热病伤津后余热未退
引起的咳嗽、神思恍惚、烦躁失眠、
耳鸣等症状。 鸡蛋黄能滋阴润燥，

美国研究人员最近开发出一种

这种胶囊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糖适量； 清水洗净百合后浸泡一
晚，第二天倒掉水，加清水 400 毫
升，煎至 200 毫升，去渣；放入鸡蛋

可治心烦不眠、热病惊厥等。 研究
表明，蛋黄富含卵磷脂，经消化后
能释放胆碱，有宁心、安神、健脑作
用。 二味合用，具滋养肺阴、宁心安
神之效。
罗强

百
合
蛋
黄
止
干
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