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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常开加湿器 5岁女童患肺炎
加湿新招看这里：从茶具到电饭煲，家中小物件加湿大用场

英国曲霉菌病研究中

心的专家告诫，湿衣物晾在

晾衣架上、湿袜子晾暖气片

上会让室内相对湿度升至

30%，是霉菌孢子繁殖的理

想环境，易致哮喘或者免疫

力差者肺部感染，出现咳

嗽、气喘、肺曲霉病等，损伤

肺部和鼻窦。建议最好晾在

室外，实在不行尽量远离卧

室客厅。

室内晾衣离卧室远点

秋季干燥，很多人会选择使

用加湿器，但长时间开启可能会

带来许多健康隐患。近日，烟台市

市民宋女士5岁的女儿就被诊断

为“加湿器肺炎”，医生说，加湿器

肺炎是指因使用加湿器时间过

长、加湿器中的水源不洁，或加湿

器不经常清洗等原因，从而造成

室内湿度过大，以致细菌快速滋

生、扩散后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甚

至肺部疾病，一般来说呼吸道黏

膜较为脆弱、抵抗力较差的婴幼

儿容易患病。

往加湿器里加自来水就行

这种想法未必正确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加湿器类

型主要是超声雾化型和纯净型这

两种，价格上纯净型加湿器比超

声雾化型的加湿器贵出很多。中

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

安全所徐东群教授表示，如果是

超声雾化型加湿器，不能直接加

自来水，应该选用纯净水。因为自

来水属于“硬水”，含有多种矿物

质以及钙镁离子。自来水中的杂

质有可能随水雾吹入空气中，造

成室内污染。还会因含有钙镁离

子而产生白色粉末，对人体呼吸

道健康有一定影响。这也是为什

么很多人用加湿器喷一晚上，第

二天看到桌上有一层白白的灰的

缘故。如果是纯净型的加湿器，就

没有这个担忧了。所以是否加自

来水，应该根据不同原理的加湿

器来决定。

家有老人和孩子

优先选带自动恒湿功能的

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最好

选用带有自动恒湿功能的加湿

器，这样当室内湿度低于标准范

围时，加湿器会启动加湿，高于此

范围则减少雾量至停止加湿。如

果加湿器没有这个功能，在室内

放个湿度计也是不错的选择，可

以随时根据空气湿度进行调整。

据《健康时报》

电脑手机并用伤记忆

经常一边玩电脑一边

用手机的人小心了！英国萨

塞克斯大学以75名健康男

女为对象展开研究发现，他

们经常同时听音乐、收发邮

件、接收手机短信、看电视

等，随后他们脑部的扫描显

示，这种状态会导致注意力

持续时间变短，记忆能力变

差，并且更容易让人感到抑

郁、焦虑。

1、老友聚会：茶具

亲友相聚同饮茶，自然

惬意，这也是一个给环境加

湿的好机会。比如，先把茶海

(一种茶具，可给茶壶加热烧

水，同时放置茶杯)的阀门关

掉，让茶海里存一些泡茶废

弃的热水，这样，一两个小时

的饮茶时间就会给周围空气

增加不少的湿度，而且品茶

时，会更有身临自然的感觉。

2、文艺范儿：壁挂式鱼缸

壁挂式鱼缸，价格不算

贵，多为环保材料做成，透明

度高、观赏性好。整个鱼缸呈

半圆弧形，只需在墙上钉个

钉子就可以悬挂，鱼缸空间

适中，水草、小型鱼、彩砂组

成的天然微环境可以为居室

增加色彩。同时，水分的自然

蒸发也会给室内增加湿度。

3、白领一族：水晶泥

大家都喜欢在办公桌上

摆盆绿植，可传统盆栽要浇

水，土壤还会弄脏桌面。现在

有一种水晶泥，色彩斑斓，呈

方块状或颗粒状，用水泡后

会大量吸水膨胀，变得晶莹

透明，既美观又能增加湿度。

4、家庭主妇：电饭锅

有些小家电在室内加湿

上也很给力。比如，做饭时，

电饭锅里沸腾的水蒸气有很

好的加湿效果。下次做饭时，

饭熟了，拔掉电源后，放在客

厅里，打开盖子，袅袅的蒸

汽，就是很好的加湿方式了。

还可以专门在电饭锅里放些

水，再加一些醋，增加杀菌效

果，然后进行室内熏蒸，简单

易行。

综文

加湿未必非买加湿器

有此一说

从“口气”中能知道得了什么病
口气指由口腔呼

出气体的味道，它可能

反映了身体发出的许

多信号。现代科学已证

明，不少疾病都能“产

生”一些独特的气味分

子。而令人不愉快的

“独特”的刺激性口气，

在中文里被“口臭”一

词涵盖；英文却根据此

种口气的不同类型或

来源，将其分为来自口

腔的、上呼吸道的、肺

的、胃 (或上消化道)的

及其他器官的。

问：从“口气”中

也 能 知 道 得 了 什 么

病，是真的吗？

答：现代科学已证

明 ，不 少 疾 病 都 能“ 产

生”一些独特的气味

分子。

约八成口臭源自口腔细菌

约八成口臭都由口腔内细菌

滋生引起。那些奇怪的气味实际

来自细菌产生的挥发性硫化物。

这些刺鼻的味道闻起来像臭鸡

蛋、腐烂的卷心菜或蔬菜，让人过

“鼻”难忘。此种口臭不具备特异

性，很难从气味上辨别病灶部位。

病理性口气的表征请记牢

今天我们要重点说的是因新

陈代谢产生的口气，不少系疾病

的化学产物通过血液被运输到

肺，因这些物质有一定的挥发性，

故经由肺部的呼吸运动排出体

外。比较常见的病理性口气分别

来自糖尿病、肝病、胃部疾病等。

糖尿病：若此病患者体内酮

体过多并出现酮症酸中毒，则该

患者呼出的气体有典型的“烂苹

果味”或“洗甲水味”。这是因过量

的酮体产生却无法及时代谢。

肝病：肝衰竭引起的口腔异

味也被称为“死亡的气息”。它是

因门静脉高压且肝功能不全，硫

醇直接进入血液，最终经肺部逸

出。此气味略有甜味但又有排泄

物的臭味。

胃部疾患：幽门狭窄梗阻可

使口腔中散发酸腐味；反流性食

管炎或胃病引起的病理性口臭往

往由长期慢性呕吐所致，真正的

元凶是黏附在口腔、咽喉的呕吐

物。

（荷兰鹿特丹医学中心博士

研究生 吴舟桥）

2010年以来，赴韩整形失败的

案例越来越多，南京各三甲医院的

整形美容科，每年都能接诊十几例

赴韩整形失败的案例，而且，90%
是脸部手术。

求美之旅怎会变成毁容之旅?
据了解，目前，韩国有4000多家整

形机构，其中，整形一条街上就有

100多家，自然会有良莠不齐的情

况。“现在到韩国整形，都是中介机

构在操作的，这些中介机构有美容

院、医学美容院、网站、旅行社等。”

业内人士透露，中介机构所追求的

是高额的利润，而在韩国，好的整

形机构并不愿意给中介机构太高

的返点，一般也就在20%-30%，但

是不正规的整形机构，为了获得客

源，愿意拿出更高的返点，最高的

能达到50%-60%。

另外，除了在韩国被做坏的手

术，还有大量是在国内被所谓的韩

国专家忽悠的。据业内人士李俊介

绍，大肆炒作概念，包装所谓的专

家，是一些医疗美容机构惯用的伎

俩。“一些医院号称聘请韩国专家

进行手术，很可能就是一个幌子。”

周济宏举例说，此次他们邀请

来参加学术会议的韩国建国大学

医学整形科主任严基一教授，“在

韩国的手术预约已经排到了一年

后，还要去世界各地讲学，哪里还

有时间来给你做手术?”周济宏说，

“我们请他来参加这个会，都提前

了半年预约，想让这些专家定期来

中国医院给你做手术，几乎不可

能……” 据《南京晨报》

别再迷信“韩国整容医生坐诊”啦
找真正的韩国专家至少等一年

这年头都流行韩国

整形美容医生到中国大

陆坐诊，甚至亲自手术，

但在专家眼里，韩国专

家自己手术都忙不过

来，哪里还有空来中国

给你做手术。南京军区

总医院整形美容科副主

任医师周济宏指出，真

正的韩国整形专家在国

内手术都要排到一年

后，怎么可能有空“坐

镇”中国手术?

经常加班容易导

致“过劳丑”，别着急，

咱有饮食对策，能针对

性地解决“加班综合

征”，赶走“过劳丑”。

饮食对策赶走“过劳丑”
第一步：用好情绪迎接加班

对策：几片面包+一两种水果

面包等当作抗抑郁剂来吃是

有科学依据的。补充了碳水化合物

和维生素，能让你以好情绪投入加

班，不至于太过反感。

第二步：神采奕奕去加班

对策：奇苦或劲酸蔬果汁

纯天然的苦瓜汁和柠檬汁在

加班疲劳时仅需喝上一小杯就可

以瞬间缓解疲劳，还可以抵抗加班

上火以及身体毒素堆积的症状。

第三步：加班需养好肠胃

对策：五谷杂粮粥

将薏米、黑米、燕麦、红豆等提

前浸泡，利用电饭煲的预约功能准

备好杂粮粥。既能提供能量，又能减

少热量，还可养胃。 据三九健康

30-55岁的中青年，工

作和生活压力大，易出现三

高和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年

龄段不妨服用一点有解毒

功效的葛根，葛根性凉、气

平，清热、降火、排毒，现代

医学研究也表明，葛根对三

高和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

疗效，可煎汤或捣汁加米汤

服用。另外，白芍疏肝，常饮

酒的人可泡水饮用。

中年解毒用葛根、白芍

英国剑桥大学的一项研

究发现，收集了33 . 4万名男

女参试者的相关数据，并测

量了参试者身高、体重、腰围

以及自我评估身体运动量。

结果发现，保持适量身体运

动是降低早亡危险的关键。

研究人员指出，每天快走20
分钟就可以延年益寿，使早

亡危险降低三成。所以，别再

一味依赖各种出行交通工具

了，有时间就迈开双脚，多走

走吧！或者呼朋唤友，边走路

边聊天，还能增进感情。

每天走20分钟能增寿

10种情况下别忘洗手

10月15日是全球洗手

日，据中国健康教育中心调

查，目前我国居民正确洗手

率仅为4%。小编建议，这10种
情况下您别忘洗手：1、读书
阅报后；2、饭前便后；3、吃药

前；4、外出回家后；5、接触过

血液、泪液、鼻涕、痰液后；6、
打扫卫生后；7、接触钱币后；

8、去医院、商场等公共场所

后；9、抱孩子前；10、使用电

脑、鼠标后，尤其在流感或传

染病高发期间，更要勤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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