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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天跳闸先别合开关
夏季降雨较多，
电闪雷鸣之
际，
安全隐患也随之而来。近日，
江西九江庐山风景区多名游客在
游玩过程中遭到雷击。此前，
浙
江衢州一名大学生在田野上行走
时意外被雷击中。类似事件频频
见诸媒体，
如何科学躲避雷电，
不
妨听下专家的意见。
（摘编自《新
民晚报》
《张家口晚报》
）

留），避免雷电入“墙”
（勿触摸 等绝缘体迅速切断电源，使伤
墙上避雷针等金属）。
者脱离危险区域并拨打“120”
谨防“伞电”“伞电”伤害 寻求帮助。科学
“救电”
要做到
是指因使用雨伞不当而触电导 “三断”
：
判断触电环境，
切断触
致的电击损伤。部分雨伞是金 电来源，
绝断触电途径。
属把柄，
有的带有金属尖部，
这
安全用电这些问题要厘清
些都是促成“伞电”发生的隐
患。用伞做到“四忌”：忌用金
对于不少人关心的雷雨
属把的雨伞，忌在电器设施下 天期间用电问题，国网上海市
撑伞，
忌在高处使用雨伞，
忌收 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设高
纳雨伞时紧贴通电设备。
级工程师肖嵘进行了解答。
防雷电先看
“四电”
指南
围堵“漏电”“漏电”是指
问：太阳能热水器绝缘管
依据雷电的基本特性及 电线、配电箱等电力设施失去 道会造成雷击？
规律，
中国公众卫生健康指南编 了防护，
电气设施裸露放电，
接
答：太阳能热水器的管道
委会总结了防雷电
“四电”
指南。 触人体时引起的组织损伤和功 确实是绝缘材料，但太阳能热
避免“雷电”雷电伤害主 能障碍，雷雨天气防漏电更重 水器通常安置于户外或者屋
要是因闪电和雷鸣而发生的电 要。首先不要在变压器、电线 顶，
而其中的水是导电的，
雷击
击伤。如果雷电触碰到人体， 杆、
广告牌下避雨。其次，
尽量 达到屋顶的太阳能热水器后，
轻者头晕、
心悸、
四肢软弱和全 远离带电的设备或者设施。
电流会通过水进入屋内。
身乏力，
重者抽搐和休克。
科学“救电”“救电”是指
问：雷雨来临前要断开电
避免引雷电上身要做到 电源或高压电经空气或其他导 源总开关吗？
“四避”
：
避免雷电入
“户”
（勿敞 电介质传递电流通过人体引起
答：这个说法具有一定时
开门窗），避免雷电入“树”
（勿 的心跳呼吸骤停等严重并发 代局限性。随着生活不断进
在树、杆下躲雨），避免雷电入 症，
遇到此类伤者，
先要判断周 步，
居住环境不断提升，
对目前
“顶”
（勿在山顶、
楼顶等高处逗 围情况，
其次用竹竿、
塑料制品 绝大多数居民而言，是不需要

常用热水冲
减少洗碗池堵塞
很多人清洗碗具时习
惯性地将剩饭残渣、洗菜水
等倒入池子里。日积月累，
洗碗池排水管的内壁积满了
油 污 和 废 物 ，造 成 管 道 堵
塞。如何能避免呢？
用大量热水冲灌下水
管道是疏通管道时最常用的
办法。具体做法是，先将抹
布塞住排水孔，
倒入热水，
等
接满半池水后，再迅速拔出
抹布，
热水会快速灌入管道，
把里面的油污和废物冲走。
如果堵塞得比较严重，就需
要把管子拆下来，把里面的
硬块用铁丝捅出来。有时，
利用排水管疏通器，对水池
排水口来回抽压也能解决部
分问题。如果这些办法都不
管用，也可以用专用管道清
洁剂除污。由于清洗剂具有
腐蚀作用，
在使用过程中，
要
严格遵循产品的使用说明。
最省事的还是经常用热水冲
一下水池，把油污和废物及
时冲走，
减少结块现象，
就可
以减少堵塞现象的发生。
（摘
编自《燕赵晚报》
）

花鸟虫鱼经

一遇到雷雨天气，就去断电源
总开关的。
问：除了电力设施，还需
避开哪些物件？
答 ：不 要 站 在 线 路 旁 树
下、广告牌下。不要蹚过严重
积水路段，如果必须要蹚水通
过，一定要随时观察附近有无
供电设备，有没有供电线路断
落在积水中。
问：常用电器在雷雨天是
否要做特别处理？
答：新建的房屋，建造时
都有完善的外部和内部防雷装
置。对于住户而言，完全可以
在雷雨天，
安全、
放心地使用各
种家用电器。对于一些老旧小
区房屋，则需要注意雷雨天电
器设备的防雷。如电视机，摆
放位置尽可能地远离窗户，并
与墙壁保持 10 厘米左右的距
离。如果雷雨天时家中发生了
电器跳闸，千万不要急着把开
关合上去。要请专业人员查明
原因，
再做处理。

“泳池尿液多致眼睛发红”
不靠谱
进入大暑时节，
“ 上蒸下
煮”
模式开启，
稍微一动就一身
汗，这时候泡在清凉的水里是
最惬意不过的了。但很多关
于游泳的谣言让不少人心存
顾忌。事实果真如此吗？听
下相关专家的建议。
经常游泳的人都有这样
的 经 历 ：游 完 泳 后 眼 睛 会 发
红。有人说是因为游泳池里
尿液过多所致，这是真的吗？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
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王韧琰说，
游泳确实要小心急性结膜炎，

但这种病主要是由泳池中的
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及泳池消
毒剂等引起的，一般局部使用
抗生素眼药水即可治愈。正
常生理状态下的尿液是无菌
也没有刺激性的，何况是少量
尿液稀释在泳池大量的水中，
理论上讲完全不可能造成任
何刺激。氯胺才是游泳后眼
睛发红的根本原因。
此外，还有谣言称“公共
泳池很脏，
会让人感染性病”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
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吴

焱表示，
“性病的传染是有一定
条件的”
。像梅毒，
干燥、
高温、
日光、肥皂水和普通消毒剂都
可将其迅速杀灭，只要泳池经
过正规消毒处理，是不会引起
梅毒感染的。淋病、沙眼衣原
体、疱疹病毒等也是同样的道
理。像尖锐湿疣一类的疾病，
主要通过性行为、母婴和生活
密切接触传染，如果在公共泳
池和其他人共用毛巾、搓澡巾
等个人物品，
可能会导致感染，
但通过池水感染还未见过。
（摘
编自央视新闻）

借钱给人要注意诉讼时效
“当时想着是朋友，
他没钱
还，
我就没追着要，
谁知过了诉
讼时效，
钱打了水漂。
”
近日，
新
疆市民陈先生一直为四年前的
一张欠条生闷气。
四年前，一个朋友向陈先
生借10万元并约定当年年底归
还。到约定还款日时，
朋友分几
次还给他4万元。此后，
因各种
原因，
陈先生到外地发展，
没再
追问这笔钱。直到一个月前，
陈

先生回到乌鲁木齐，
想将剩下6
万元要回，
三年多未联系的朋友
却一直推脱不见面。陈先生打
算通过法院起诉追讨这笔欠款，
却被律师告知，
已过了三年的诉
讼时效，
案子很难胜诉，
这让陈
先生懊恼不已。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
区（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头屯河
法庭庭长张丽华表示，
《民法总
则》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

厨房养绿植好看又好吃

厨 房 可 谓“ 污 染 重
地”，温度高、油烟多，会影响身体，可
以在厨房养些绿植吸油烟，让空气变
清新起来。
银皇后 银皇后喜欢温暖湿润的
环境，不喜强光暴晒，耐半阴，不耐
寒，可以进行水培，每周换一次水即
可。银皇后是典型的观叶植物，并且
可以有效地净化空气。
空气凤梨 空气凤梨不需要扎根
泥土就可以生长得很好，会开出美丽
的花朵，不仅美观，还能有效地净化
空气。但要记得 2-3 天喷一次水，使
它保持饱满有光泽。

小水葱 将小水葱养在阳台不如
养在厨房里，需要的时候摘一下叶片
就可以用，省去不少麻烦。小水葱喜
欢凉爽干燥的环境，2 天左右浇一次
水就可以生长得很好。
吊兰 吊兰适应力较强，喜欢温
暖湿润的环境，较为耐旱，不喜阳光
直射。吊兰终年常绿，并且可以有效
地过滤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气体，
让厨房空气更加清新自然。
香草 香草不仅是盆栽，还是好
食材，菜出锅时扔两片叶子进去，瞬
间香喷喷的。香草喜湿，要时常喷
水，
保持口感鲜嫩。
（摘编自《徐汇报》
）

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为三
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
定。”在诉讼时效快到期时，可
采取相关自救措施，使诉讼时
效中断，
如要求债务人写出还款
计划、与债务人对账并签章确
认、保留催讨债务的各种证据
等。此外，
债务人向仲裁机关或
有关主管机关主张权利的，
也可
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摘编自《乌
鲁木齐晚报》
）

选空调被
要看一看比一比
不同厂家生产的空调
被质量和价格均有很大差
别，若要买一条称心如意
的被子，除了要看品牌，还
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看被面是不是全
棉的，因为面料紧密才能
保证被子里的化学纤维填
充物不外露。同时用手摸
一下，被子是否十分柔软
滑爽。好的被子手感滑
爽，一放开就自然恢复到
原样。假如感觉有点粘
滞，就表明填充物不是百
分之百的纤维，或纤维的
质量较差。
然后把被子平铺，看
整体是否平整、厚薄是否
均匀，特别是被子的四条
边 是 否 自 然 ，成 一 条 直
线。尤其不要忽视缝道和
针脚，因为好的被子缝道
笔直，针脚一致。先看缝
道直不直，再看线脚匀不
匀，最好用手比量一下，看
虎口的长度有几针，再换
个地方对比量一下，看看
针数是否相同。
四孔被、七孔被和九
孔被在原理上基本相同，
只是七孔被和九孔被在技
术上更成熟一些，舒适性
和蓬松度更高一些，但价
钱也更贵。
（摘编自《浔阳
晚报》
）

用微反诈小程序
快速识别欺诈信息
近日，腾讯守护者计
划防范新型电信网络诈骗
公益行动在北京举行。自
微信反诈骗体系正式上线
以来，累计发现、处罚恶意
账号数百万，用户欺诈举
报量较往年下降 60%。此
外，微信安全团队和腾讯
110 推出
“微反诈小程序”
，
为用户提供整套反诈自助
小工具，一键举报欺诈信
息。用户可以通过小程序
搜索，能便捷查询诈骗手
法、网址和手机号等，快速
识别欺诈信息。同时，该
小 程 序 还 嵌 入 到“ 腾 讯
110”小程序，使用户可以
一键举报欺诈信息，更加
方便用户使用。
（摘 编 自
《金陵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