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0 健康 2014年10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侯海燕 组版：赵晴 今 日 泰 山>>>>

家家里里打打开开加加湿湿器器七七岁岁娃娃老老咳咳嗽嗽
医生：使用不当反会滋生细菌

冬天熬夜易上火

少喝浓茶和咖啡

国家“家电下乡、以
旧换新”惠民政策早已落
下帷幕，到现在，很多人
依然在怀念国家的惠民
政策所带来的实惠！今天
十一期间，三源家电就不
断接到顾客咨询：什么时
候才能再有国家补贴政
策？在接到越来越多的顾
客反馈后，三源家电广泛
联系各大品牌，在10月25
号将为消费者献上一场
集优惠、补贴于一体的欢
乐大餐！

即日起，三源家电将
重点针对泰城各乡镇、村
庄进行深入走访，并组织
售后服务特别小队为乡
镇村民们送上免费家电
维护服务，切实为村民解

忧，三源家电还将推出
“老顾客免费抽奖”活动，
乡镇村民们可持发票到
指定地点参加三源的免
费抽奖，为自己的好运气
加加油。在两大免费活动
推进的同时，三源还再度
把家电优惠送下乡，特别
推出以旧换新补贴活动，
持任意旧家电即可享受
10%的新机补贴，相当实
惠。现在，优惠活动已经
通过认筹的方式全面铺
开，马上认筹，就可锁定
三源家电的 5重巨大优
惠：免费领取精美水杯一
套，活动当天购单品399
元以上再送电水壶一个，
购单品9 9 9元以上享受
100元直降，还可以旧换

新再享10%优惠，新补贴
上限可是达到了4 0 0元
哦！而且，三源家电还推
出了众多的超低优惠特
价，很多应季家电如豆浆
机、电饼铛等都是0利润
惠民热销，不过都需要认
筹才能购买。

三源是泰安本土家
电商场，一直用优质的服
务为泰安人民解忧，现
在，三源又率先迈出了乡
镇服务的第一步，把服务
网络扩的更大、织的更
细，也让泰安人民更加感
受到了本土家电商场的
服务诚意，如果您近期也
想买家电，就一起加入到
这次的认筹大军中来吧！

三源家电优质服务送上门
家电下乡送优惠 以旧换新有补贴

天气干燥上火“元
凶”

冬季喜欢进补御
寒 ，比 如 进 食 牛 羊 肉
等。南方医科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余
梅香表示，牛羊肉本身
偏温，再加上葱、姜、蒜、
辣椒等辛辣配料和桂皮、
生姜、枸杞、当归等滋补
品，可谓“燥上加燥”，人
食用后体内易积热，不容
易散发，进而导致“上火”。

需要注意的是，作息时
间不规律，夜晚休息不够、
过度劳累等也是导致“上火”
的重要原因。特别是节前，大
家都忙着加班写总结、做盘
点，为了更舒心的放假，再苦
再累也甘愿。这样的不断熬夜
工作的状态更是导致很多人
上火的直接原因。

上火需对“火”下药
“上火”一词大家耳熟能

详。实际上这个中医术语意为
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一
般情况下正常人体阴阳应是平
衡的，但如果人体内“阴”是正
常的但阳过亢，这样就显示为
实火；另一种情况为阳是正常
的但阴偏少，显得阳过亢，这样
就显示为虚火。

余梅香表示，“上火”的部位
不同需要对“火”下药：

▲心火：也分虚实两种，虚火
表现为低热、盗汗、心烦、口干等；
实火则表现为反复口腔溃疡、牙
龈肿痛、口干、小便短赤、心烦易怒
等。调理可用黄连、莲子心等药物
清心泻火。

▲肝火：一些情绪容易激动的
人，常被我们称为“肝火大”。其实，
一般俗称“肝火大”的体质还有下列
症状：口干舌燥、口苦、口臭、头痛、
头晕、眼干、睡眠不稳定、身体闷热、
舌苔增厚等。调理可用龙胆草、夏枯
草等。

▲胃火：分虚实两种，虚火表现
为轻微咳嗽、饮食量少、舌红、少苔、
便秘、腹胀；而实火则表现为上腹不
适、口干口苦、大便干硬、舌苔黄腻
等。多以生石膏、知母等药物泻胃火。

▲肺火：主要表现为干咳少痰、
痰中带血、咽疼音哑、潮热盗汗等。
中医多用枇杷叶、桑白皮、甘草等药
物清肺火。

▲肾火：主要表现为头晕目眩、
耳鸣耳聋、发脱齿摇、睡眠不安、五
心烦热、形体消瘦、腰腿酸痛等。调
理可用生地、益母草等。

上火时少喝咖啡浓茶
饮食不当可能引起上火，但同

样可通过饮食进行调节，且“食疗”
有独特的效果：如每天喝点菊花茶
或者绿茶，吃点润肠通便的东西，尽
量保持充足的睡眠。饮食上不要吃
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喝水、多吃水果
蔬菜等能有效预防上火。但有些食
物要少吃，如柑橘类的水果，吃多了
也会容易上火。

另外，已经出现上火的症状时，
也有一些方法可以减缓。如咽喉肿痛
时可以饮用淡盐水，多吃生梨还能起
预防的作用，并对口舌生疮有不错的
缓解功效。而因上火引起脸上长痤疮
时应多喝水，喝水是最好的排毒方
法。余梅香提醒，上火时最好不要喝
咖啡，也不要喝浓茶，减少糖分的摄
入，碳酸饮料也不要喝。

据羊城晚报

虽然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寒冷”和“上
火”似乎说不到一块去，但实际上冬天天气
干燥，空气湿度低，这些都会让人的气管黏
膜净化作用变差，直接导致鼻腔、咽喉发干
等，进而影响人体新陈代谢的平衡和稳定。

某购物网站上的加湿器销量很高，大部分店铺加湿器月销量在千台以上。

不看说明书

光加自来水

记者在购物网站上看到，
网上出售的加湿器形状各异，
便宜的仅售几十块钱。很多网
店还备注了如“在水箱中加入
消毒水可为室内清洁消毒”、

“把抗病毒口服液或双黄莲口
服液加入水箱中，能有效预防
流感”、“在水箱中可以放珊
瑚、水草，还可以观赏”等加湿
器使用小贴士。

在几家大型家电商场

里，柜台上的加湿器也都开
始“吞云吐雾”，价格从百余
元到千元以上不等。销售人
员表示，自从入秋以来，购买
加湿器的顾客就逐渐多了起
来。“秋天冬天天气干燥，很
多人都买空气净化器和加湿
器来改善室内环境，很多人
都是一次买两三台，家里和
办公室里都放一台用，多的
时候一天能卖20多台。”

“加上自来水以后通电、
打开开关就能用，根本用不
着看说明书。”朱女士说，最
近天气干燥，她也打算买台

加湿器放在办公室。“我自己
了解也不多，就是挑个价格
合适又好看的。”

当记者咨询加什么水合
适时，很多销售员给出了不
同的回答。一位网店卖家说
加湿器可以直接加入自来
水，使用时只需注意多清洗
就可以。一位商场销售员则
告诉记者，由于自来水中
含有很多矿物质，会对加
湿器造成损伤，也容易污
染室内空气。“尽量使用凉
白开，还要经常把过滤网
拆下来清洗。”

进 入 秋 冬
季节，很多市民
为了防止室内空
气干燥，纷纷在
家里和办公室里
摆上加湿器，但
是对于如何正确
使用加湿器，一
些销售员和消费
者都存在误区，
泰城的苗女士
和 7岁的孩子
就 因 使 用 不
当，被加湿器
“暗伤”。

只懂打开电源

加湿器伤孩子

一个月前，住在泰玻大街
附近的苗女士因为秋天室内
空气干燥，从网上买了两台加
湿器放在家中卧室，一回家就
把加湿器打开。最近苗女士发
现，7岁的孩子开始咳嗽，以为
孩子只是有点感冒，苗女士并
没在意，给孩子吃了几天药以

后发现没效果，孩子还开始不
断打喷嚏。前几天，苗女士带
孩子去社区医院检查，才得知
孩子是因为室内空气湿度过

高而患上咽炎和鼻炎。
“入秋以后空气太干，怕

对孩子呼吸道不好，专门买了
加湿器放在家里增加空气
湿度。刚开始用着效果挺好，
后 来 就 发 现 孩 子 一 个 劲 咳
嗽。”苗女士说，不只是孩
子，最近她也出现了轻微的胸

闷症状。“应该也是加湿器用
得不合适的关系。”

苗女士说，加湿器买回家
后，只要她和孩子在家，就会打
开加湿器。“平时把水雾调到最
小，就一直开着，晚上睡觉也不
关。买的时候也没想起来问问
有什么注意事项，卖家倒是告
诉我平时多换水多清洗了，但
是有时候用起来也记不住，
偶尔用水冲一下，还真没怎
么好好清洗过。”

本报见习记者 杨思华

空气湿度太大

细菌“很喜欢”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呼
吸内科主任孟玲表示，加湿
器的选用很有讲究，如果加
湿器不经常彻底清洗或者残
留之前的水，容易滋生霉菌，
霉菌等微生物随雾气扩散到
空气中，很容易增加感染呼
吸道疾病的可能性。“加湿器
使用不合适，很明显的一个
表现就是会反复咳嗽。”

“使用加湿器时尽量不
用香精、香水、香薰油这类
东西，尤其是呼吸道比较敏
感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
自来水烧开，放凉后再加入
水箱。”孟玲说，使用自来水
很容易形成水垢，自来水里
的微生物也会通过水箱产
生细菌，通过水雾扩散后进
入呼吸道引发哮喘。

孟玲介绍，室内空气湿
度在40%-60%之间比较合适，
空气湿度过高也容易让人体
呼吸系统产生不适，尤其是

对老人和儿童等免疫力弱
一些的人会产生影响。“长
时间开加湿器会让室内过
于潮湿，导致各种细菌在
潮湿环境下繁殖，诱发哮
喘、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
病，如果使用加湿器，尽
量在室内放一个湿度计，
把室内湿度控制在适合
的度上。”

除此之外，孟玲还
建议本身患有呼吸道
疾病和风湿病、关节炎
患者不要使用加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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