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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消毒液
用错了伤身体

疫情的反扑让消毒液的

使用再次成为热点。消毒液

主要有含氯消毒剂、含碘消毒

剂、醇类消毒剂、含溴消毒剂

等几类。成分不同，使用范围

和场合也不同。家庭中使用最

广泛的是 84 消毒液，它属于

含氯消毒液，主要适用于擦洗

物体表面及清洁传染病患者

的分泌物和排泄物，很多人因

为缺乏了解，常常存在一些使

用误区。

误 区 一 ：洗 衣 液 里 加

“84”。洗衣粉、洗衣液多含有

表面活性剂，如果将之与 84

消毒液混合使用，会发生化

学反应，使各自的功效减弱。

将“84”与含酸的洗衣粉混

用，还会导致氯气产生，当氯

气浓度过高时，会刺激人的

眼、鼻、喉等器官，严重时还

会损伤心肺组织，甚至危及

生命。事实上，衣物用洗衣液

清洁完成后，阳光紫外线的

照射就是最好的消毒剂 ；用

肥皂水洗衣服也能杀菌，无

须加消毒液。

误区二 ：直接往衣服上

喷“84”。84 消毒液的主要

成分为次氯酸钠，该物质具

有极强的氧化性，会造成彩

色衣物的严重掉色。次氯酸

钠还能和一些纤维素发生反

应，腐蚀毛、麻、丝织品、皮

革、尼龙等材料，所以由这些

材料制成的衣物应尽量避免

使用 84 消毒液。此外，次氯

酸钠溶液在光照条件下会产

生对身体有害的氯气，如果

不注意通风，吸入氯气对人

体是有害的。

误区三：84 消毒液和洁

厕灵混用。次氯酸钠是 84 消

毒液的主要成分，而洁厕灵

的主要成分是盐酸，两者混合

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氯气。

氯气具有异臭和强烈的刺激

性，会导致恶心、呕吐、胸口疼

痛和腹泻。因此，清洁卫生间

的时候，84 消毒液和洁厕灵

千万不要一起使用。用洁厕灵

清洁后，一定要间隔半小时以

上再用 84 消毒液。

误区四 ：使用浓度过高。

生活中购买 84 消毒液通常要

用水稀释后再使用，不同场

景，84 消毒剂的浓度有严格

的指标，配制浓度过低不能

达到消毒效果，过高则属于

过度消毒，进入自然环境后

还会产生严重的环境危害。

一般来说，浓度为 300-500

毫克/ 升的 84 消毒水可以在

家中使用，最方便的配比方

法为，找一个容量 550 毫升的

矿泉水瓶，其瓶盖大约是 7 毫

升。两瓶盖的 84 消毒液和 3

瓶清水混合，搅拌均匀即可。

这个浓度的消毒液可以用来

擦拭家具表面，消毒洗手间、

厨房等容易滋生细菌的角

落。消毒液最好当天配制，当

天使用。

（据 《生命时报》）

防秋燥  养脾胃  控体重

秋天不能少了南瓜
“秋天到，南瓜俏”，时下又到

了吃南瓜的好季节，从养生角度

说，秋天也特别适合吃南瓜。

有助防秋燥。一到秋天，很

多人就会出现皮肤瘙痒、口干舌

燥、眼睛发干等秋燥症状，这可能

是缺乏维生素A 导致的。维生素

A 是上皮组织合成和修复所必需

的物质，如果缺乏就会导致皮肤

黏膜分泌的黏液和皮脂减少，引

起表皮干燥、角质化，表现为毛囊

突起，皮肤摸起来粗糙而扎手。此

外，维生素A 还是构成视觉细胞

内感光物质的成分，负责暗光下

的视力和明暗变换视力，缺乏易

导致眼干。南瓜中的胡萝卜素在

人体内可转变成维生素A，因此，

秋天吃些南瓜有助预防秋燥。

有助养脾胃。冷暖多变、温差

大……在冷热交替的秋季里，脾

胃很容易受伤。南瓜对于养护脾

胃很有好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

度分析，南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

素、B 族维生素、维生素C 和钙、

磷等成分，是健胃消食的高手，其

所含的果胶可以保护胃肠道黏膜

免受粗糙食物的刺激，适合患有

胃病的人食用，而且南瓜所含成

分还能促进胆汁分泌，加强胃肠

蠕动，帮助食物消化。

有助控制体重。到了秋天，没

有炎热的难熬，很多人胃口大开，

体重也快速上升。南瓜中膳食纤

维含量高，用来替代一部分主食，

可增加饱腹感，促进胃肠蠕动，适

合因为缺乏纤维而便秘的人和进

食过量的肥胖者。

南瓜蒸着吃最理想，没油没

盐，能完美保持其健康特性，还可

以跟大米一起蒸成南瓜米饭。煮

南瓜粥、蒸熟后压泥做南瓜发糕、

擦丝做南瓜鸡蛋饼，也是不错的

健康美食。

（综合）

熬夜之后多补水
熬夜有害健康，可现实生活中

很多上班族因为工作繁忙、事务缠

身不得不熬夜。不仅如此，一些中

小学生甚至会因为课业繁重熬到

夜半时分。有时候哪怕偶然一次的

熬夜，第二天也会身心疲惫、浑身

不适，不妨试试以下方法来缓解。

1. 饮食要清淡。适量增加优

质蛋白的摄入，比如鸡蛋、鱼肉、瘦

肉、豆制品等，少吃甜食。注意饮食

结构，不要贪凉，同时适当补充富

含维生素A、维生素B 的食物，如

胡萝卜、瘦肉、肝等，缓解视疲劳。

不要吃油腻厚重的肉食，以免火气

太大导致昏昏欲睡。此外，熬夜容

易导致便秘，所以要多吃水果蔬

菜，增加纤维素的摄入，促进排便。

2. 增加饮水量。熬夜时为了

提神，常会选择咖啡、浓茶等代替

饮水，但是这些饮品含有咖啡因，

具有利尿作用，易让身体失去大

量水分，所以需要多喝水，补充身

体缺失的水分，维持体内的电解

质平衡。此外，熬夜容易导致新

陈代谢紊乱，多喝水也会加快

新陈代谢，有助于排出代谢

废物。

3. 熬夜后补觉要合理。一些

人认为熬夜到凌晨，第二天多睡会

儿就可以补回来。其实，这是大错

特错的。很多人因为熬夜第二天睡

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起床，看似睡得

够多了，可醒来后仍感觉头昏疲

惫。所以应当合理安排休息，补觉

加上前一晚的睡眠时间应控制在

8 小时内，补觉前可以用热水泡脚

或者听听轻音乐, 舒缓一下紧张

的神经，提高睡眠质量。

4. 熬夜后要避免用眼过度。

长期熬夜会导致眼睛干涩、视力模

糊等情况。平常可滴一些缓解视疲

劳的眼药水，还可对眼部进行热

敷，让眼部的血液循环得到改善，

放松眼周肌肉。如果因为熬夜产生

眼袋、黑眼圈等，也可以对眼部周

围进行局部冰敷，达到消除眼袋的

效果。

5. 适当加强锻炼。熬夜次日

早上可以起来做做有氧运动。《英

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

也指出，达到或超过每周 150 分

钟的中等以上强度运动可以一定

程度抵消熬夜、睡眠不足导致的

健康危害。    （据 《生命时报》）

开学临近 
爱眼护眼要做到
今年暑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一些孩子看“屏”多、户外运动

少，容易形成近视。临近开学，北

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助理、主治

医师杨治坤提醒，儿童、青少年应

注重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小细节，

做到爱眼护眼“123”，努力预防近

视的发生和发展。

杨治坤说，“1”是指每半年一

次验光与眼部检查，及时的检查

可以早期发现眼部相关问题；同

时建立包含视力、验光、眼轴眼底

等的屈光发育档案，以监测近视

发生、发展趋势，进而早干预、早

控制。

“2”是指每天自然光下户外

活动 2 小时。杨治坤说，孩子们应

自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并且

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每天

看视屏累计时长不宜超过1小时，

年龄越小，看视屏时间宜越短，学

龄前儿童最好控制在每次 20 分

钟以内。”

“3”是指读写姿势注意 3 个

“一”：胸与桌子间隔一拳，眼睛

与书本距离一尺，握笔手指要与

笔尖距离一寸。杨治坤说，近距

离读写 20 分钟，要看 6 米以上

远距离目标至少 20 秒。

杨治坤提醒，已经发生近视

的儿童、青少年，除了铭记上述

要点，还可根据近视度数、眼轴

等数据的变化选择适合的治疗

方法。使用OK 镜（角膜塑形镜）

和低浓度（0.01%）阿托品滴眼液

是有效延缓近视发展的方法，可

以单独或联合使用。

杨治坤说，OK 镜需要每日

摘戴，但有可能轻微增加角膜损

伤和感染的风险，因此需要定期

检查。近视者每晚使用低浓度阿

托品滴眼液较为安全，但日间仍

然需要佩戴眼镜。        

           （据新华社）

协调四肢  训练耐力

多让孩子跳跳绳
如果总觉得自家孩子动得少，缺少

一项便捷易操作的活动，不如多鼓励他

跳绳。从身体发育角度讲，跳绳对孩子

有很多好处。

一是协调四肢。跳绳要求人在环摆

的绳索内做跳跃运动，有助孩子锻炼四

肢肌肉，训练肢体协调性，纠正一些不

良姿势，如驼背、O形腿等。

二是瘦身减脂。跳绳每半小时消耗

热量约 400 大卡，对肥胖儿童来说，长

期坚持跳绳能瘦身减脂，本身瘦弱的儿

童可以增加肌肉。

三是增加心肺功能。跳绳能有效训

练反应和耐力，较长时间坚持跳绳的人

会发现，自己的肺活量增加了。跳绳还

能使人心律维持在与慢跑大致相同的

水平，增强心肺功能。

四是刺激骨骼生长。跳绳对骨骼生

长有一定刺激作用，促进生长激素分

泌，帮助长个。

孩子如何跳绳能发挥出最大健康

效果呢？ 1. 时间段最好选择在下午 3

点到晚 8点，饭前饭后的 1小时不宜跳

绳。2. 每周跳绳次数保持在 4-6 次为

宜，每次 30-60 分钟。时间太短，身体

先消耗糖分，脂肪分解不了。只有持续

30 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才能起到健身

作用。而超过 1个小时会导致能量消耗

过多，使身体极度疲劳。3. 每次跳绳

前做 5 分钟热身运动，如活动开肩膀、

手腕、膝盖、腰部和脚踝。跳绳后做 5分

钟放松运动。

跳绳还要掌握一些技巧：一是连

续快节奏跳，最好不要超过 10 分钟。慢

速跳绳为平均每分钟跳 60-80 次，较

快速度是保持在平均每分钟 140-160

次。不要让孩子过于追求快节奏，以免

心肺不堪重负。二是最好选择硬度适中

的草坪、木地板和泥土地，以免损伤关

节。如果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跳跃，要给

孩子选择一双质地柔软、重量轻的高帮

鞋，避免脚踝受伤。三是跳绳前切记不

要让孩子大量喝水，跳绳后也不要立即

喝水，直到体温和呼吸恢复正常后再补

充水分。          （据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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