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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神器生活

■居家安全提醒

洗衣机会“发火”

洗衣机可谓家庭必备
电器之一，很多人认为洗衣
机里面都是水，从来不担心
着火的问题。但业内专家
介绍，一些居民在洗衣机的
使用上存在不少陋习，洗衣
机着火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洗衣机起火的主要原
因有以下几个：首先是所洗
衣服上沾有极易挥发的汽
油、酒精、香蕉水之类的斑
渍，这些易燃品在高速旋转
的水缸中与空气充分混合，
形成一定浓度的混合气体，
洗衣机运转时会摩擦产生
静电火花，便能导致起火；
其次是超负荷使用洗衣
机；最后是蒸汽、冷凝水或
者起泡外溢的碱水，导致电
气系统绝缘性能降低。

专家提醒，洗衣机应放
在平坦踏实、比较干燥、通
风散热的地方。使用洗衣
机前应先仔细阅读产品说
明书，洗衣机应配备专线插
座，洗一段时间后要“休息”
一会儿再用，不用时切断电
源。使用时人不要离开，一
旦电动机卡住要迅速切断
电源，及时做好“健康检
查”。（摘编自《潮州日报》）

家里人多的话，要做一
顿饭可不是件简单的事，且
不说各式烹调，光是准备蒜
蓉、葱末、辣椒酱等辅助配
料，都会让人手忙脚乱起
来。本期我们为您推荐一
款手拉料理器，让您的烹调
更加从容。

使用时，先将食材切成
小块放入透明杯，然后盖好
上盖并拧紧，防止溅出。最
后用手按住上盖，另一只手
轻轻一拉即可完成（不要拉
到底，否则无法回弹）。适
用于制作各类蔬菜末、水果
汁，也能绞碎少量瘦肉，操
作很简单，且无需插电。

备注：各大购物网站均
有销售，您也可以直接去大
型零售超市咨询选购，参考
价格在25-30元左右。

手拉料理器

■生活小妙招

果皮蘸盐可除茶渍

随身带个水杯，是很
多老年朋友的习惯。但是
水杯用久了，很容易产生茶
垢等污渍，极难清洗。下面
为大家介绍几个实用的小
妙招。

食盐 用手指蘸取少
量食盐后，在茶渍上方来回
刷洗，两三分钟后，就会发
现茶渍神奇地消失了，而且
也不易伤害到杯身。

牙膏 首先把杯子用
水涮一下（不留水），然后用
牙膏在杯子壁上面蹭，再用
清水冲洗。

柑橘皮 有时碰上了
陈年老垢，怎么刷洗都刷不
干净的时候，不妨用剩的柠
檬切片，或是吃完橘子后要
丢掉的果皮来擦拭。

果皮和盐 用果皮来
替代菜瓜布，蘸取盐巴之
后，再拿来刷洗杯子里的茶
渍，这种方法也可以达到意
想不到的效果。（摘编自《扬
子晚报》）

几种健康传言似是而非

在这五道判断题中，其中
有四则与饮食健康有关，分别
是：纸巾搅一搅，饮料就变色，
是因为色素太多；菠菜富含铁
元素，是补铁蔬菜；白壳鸡蛋、
土鸡蛋、柴鸡蛋、有机鸡蛋等，
都比普通的红壳鸡蛋有营养；
炒菜最好用铁锅，可以补铁。
对于这些谣言，专家给出了权
威解释。纸巾让饮料变色，问

题在于搅拌的纸，能“吸附色
素”的纸巾其实是色母片，它的
吸附能力很强。而菠菜的含铁
量是比较丰富，但人体对于蔬
菜水果中的铁吸收率非常低，
反而是肉类食物含铁量多，也
比较容易被吸收。关于鸡蛋营
养不同的消息，专家介绍，鸡蛋
本身的营养价值差异并不大，
只是蛋壳不太一样罢了。“炒菜
最好用铁锅，可以补铁”也不靠
谱，因为人体所需要的是二价

铁，而铁锅煮食物，铁锅中的铁
已经被氧化为三价铁。

纯植物染发根本不上色

五个判断题中的最后一
道与生活健康有关，即手机充
电时的辐射比平时高很多，甚
至达到100倍。专家介绍，手
机发出的电磁波频率远远低于
可见光的频率，也就是说手机
发出的辐射，还不如阳光带给
我们的辐射大。在形形色色的
网络谣言中，这类生活类谣言
并不少见。比如我们去理发店
染发时，店员常常会竭力推荐
价格比较高的所谓纯植物染发
剂。专家介绍，纯植物染发，根
本染不出缤纷的色彩。因为植
物色素的色彩种类有限，而且
难以彻底覆盖头发原来的黑
色，市面上根本没有。此外，近
年来，打着“戒烟首选”旗号的

电子烟，已经进入人们生活。
专家介绍，电子烟的原理就是
雾化器，和香烟一样，依然含有
尼古丁等有害成分。

感到“震惊”时留个心眼

那么，面对这些纷繁的各
类消息，我们该如何辨别真假
呢？谣言往往通过调动人们的
情绪获得转发。当你感到“震
惊”时，就要留个心眼了。很多
谣言建立在对真实新闻的歪曲
或改编之上。查找信誉可靠的
主流媒体出处进行对比是个好
习惯。其次要学会思考，科学
类的文章，光描述奇异现象是
无意义的，需要附带解释，只有
当解释合理且没有明显的错误
时，才值得进一步阅读。最后，
我们如果能多上网翻翻资料，
多找些相关知识，辨别一条谣
言其实很简单。（张渊/整理）

3·15晚会上的判断题您答对了吗
在今年的央视“3·15”晚会中，

有一个消费预警环节，央视将目标
对准了时下比较令人困扰的网络
虚假消息问题。主持人在大屏幕
中给出了五个常见的网络消息，让
大家辨别真假，而当主持人公布答
案后，大家纷纷觉得不可思议，原
来平时误以为的生活常识竟是流
传甚广的谣言！你都做对了吗？

生活中我们常会听到大
家说，前几天买的鱼，昨天还是
好好的，怎么今天早上起来就
死了呢？这大都是因为我们一
时兴起便随便买几条鱼回家，
难免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准备养鱼时先要想好养
什么鱼，在选择鱼的品种时不
要被鱼的外表所迷惑，如果是
新手养鱼，建议选择金鱼、孔雀
鱼等较为好养的鱼。然后就是
根据鱼的大小多少挑选合适的

鱼缸。拿金鱼来说，假设鱼缸
长50厘米、宽25厘米，水面就
是1250平方厘米，那么一般可
以养 3-4 条 5 厘米长的鱼，这
样才能保证水质和溶解氧等。

选好了鱼和鱼缸，并不是
倒上自来水就万事大吉了。常
言道：养鱼先养水，养鱼的难度
正在于此。自来水是不适合直
接养鱼的，只有变成富含腐殖
质和有益的微生物及藻类的

“老水”才行。可以让一些水草
的枯枝败叶腐烂在水中，甚至
在底砂中埋入数枚死蛤肉。还

有效果更好的方法是用鱼“闯
缸”：即把几条既便宜又强壮、
易养的鱼放养在新设的水族箱
中。饲喂几天后，水中便产生
了一定的氨，这时可添加少量
的硝化细菌（一般鱼店都会售
卖），然后再饲喂几天，再加少
量的硝化细菌。如此反复几
次，约一个月的时间便可建立
起硝化菌群。硝化细菌是好氧
菌，因此，养水过程中加氧泵、
过滤器最好一直开着。做好了
上面这些，养鱼才算正式开始
了。（摘编自《江阴日报》）

养鱼先养水

春季是鼠类活动、繁殖高
峰期，为了灭鼠，人们可以说想
尽办法。但俗话说“老鼠精，老
鼠精，你在说，它在听”，放置老
鼠药等常规灭鼠方法总是很不
理想，该如何真正解决鼠患，来
听听专家怎么说。

某市爱卫办工作人员介
绍，老鼠的嗅觉很灵，距离 30
米远的食物就可以把它引过
去。所以最好把所有食物都
放进密闭容器里，垃圾做到日
产日清，切断老鼠的食源。此
外，还要做到防鼠入室，现在

在很多家庭中，老鼠都是通过
空调管道进入室内，用水泥封
堵孔洞是最佳方法。

那么，如果家中发现老
鼠，又该如何灭鼠呢？专家介
绍，家庭灭鼠应尽量使用物理
方法而非化学方法，放置鼠药
的话，如果家里有小孩或者小
狗之类的宠物，很容易让它们
触碰到有毒物质或误食。建议
采用捕鼠夹、粘鼠板诱捕等。
用粘鼠板时，先不要打开，放到
老鼠出没的洞口附近，等它们
习惯几天后再打开，同时，在粘

鼠板四周放几块湿布，给老鼠
“洗洗脚”，效果会更好。采用
捕鼠夹、碗扣等方法时，放些新
鲜诱饵，可以提高捕杀率。一
般第一天晚上老鼠有“新物反
应”，不易上钩，两三天后效果
就好了。另外，还可以试试水
泥食饵，用高标号水泥 10%、
玉米面粉或米70%、炒黄豆或
芝麻粉20%拌匀，装入医用胶
囊，扎五六个小孔使香气外
溢。老鼠食后一天左右，即因
水泥凝固造成胃肠道急性梗塞
而死亡。（摘编自《钱江晚报》）

“水泥灭鼠法”效果不错

美国康美信纳豆提取物胶囊一直以良

好的生物活性和优秀的品质赢得市场。自

投放市场以来，得到了国内众多中老年人

的认可，给他们带去了健康和活力，持续热

销 1 年多。

为响应全民健康发

展计划，体验活动难以满

足众多经济条件不佳，但

又需要长期服用的中老

年人。为此，知名健康品

进出口公司特举办本次美国进口纳豆一元特

卖活动，作为年终大促，本次活动仅限一周，具

体活动细则如下：：

1、活 动 仅 针 对 年 满 50 周 岁 的 中 老 年

人；2，每人限领 5 瓶，不得重复领取；3，一

年量为 6 瓶，不零售，6 瓶仅收取一瓶的费

用，再加上 5 瓶 5 元；4，不收快递费，免费

送到家；5，活动仅限一周。

美国进口纳豆1元特卖

400-666-4383订购
热线：

美国康美信纳豆，1元 1瓶，1瓶 60粒，可吃 2个月，每人限购 5瓶，
活动仅限一周，今日开售：400-666-4383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 不收进口关税费 不收快递费 不收任何特殊费用

本品不代替药品000000000970658430

高品质蜂胶硒1元特卖
三也真品蜂胶硒软胶囊，1元1瓶，1瓶60粒，可吃1-2个月，每
人限购5瓶，活动仅限一周。今日开售：400-9988-111

蜂胶的好处众所周知，硒更是中老
年人不可缺少的物质，不是所有的蜂
胶都含硒，蜂胶加硒可谓是最佳黄金
伴侣，三也真品蜂胶硒软胶囊上市 7 年
来，以其优异的品质得到众多中老年

人的认可，给他们带
来了晚年的健康和
幸福。

蜂 胶 硒 软 胶 囊
属于长期服用产品，
1 瓶 体 验 活 动 难 以
满足众多中老年人

的需求。为此，深圳三也公司特举办
本次特卖活动，回馈广大顾客，本次活
动暂定一周。具体细节如下：

1、活动仅针对年满 50 周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

2、每人限领 5 瓶，不得重复领取；
3、半年到一年量为 6 瓶，不零售，6

瓶仅收取1瓶的费用，再加上5瓶5元；
4、活动暂定一周。

粤食健字广审(文)第20160509135号 本品不能替代药物深圳市三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订购热线:400-9988-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