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隧道 小心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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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车和油门怎样踩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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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炉的
正确使用与维护

猪肝菠菜粥

秋季护肤
宜多按摩

一场秋雨一场寒!随着几次降水的光临!秋

寒也迫近了中原大地" 有关专家提醒! 秋季饮

食!切勿贪食各种油腻辛辣食品!因为肠胃一下

子无法从夏日清淡中适应过来" 这个时候来些

滋补养颜的粥品!以温养温!以味养胃!绝对是

秋季养生的绝佳选择"

粥!绵软细腻!花色繁多!凡是能做菜的食物

均可以入粥"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款常见的猪肝菠

菜粥" 众所周知!菠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和

铁!也是维生素
!

"

#叶酸#铁和钾的极佳来源" 猪

肝中则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

#维生素
!

$

#铁等元

素!有补肝#明目#养血的功效!特别适合贫血者"

这款粥具有补肝#补铁#养血#明目的功效"

做猪肝菠菜粥!需要粳米
%&&

克!菠菜
%$&

克!猪肝
'&

克!盐#料酒#姜#花椒适量" 先把粳

米洗净!浸泡
(&

分钟" 猪肝反复清洗!去掉表

面的膜!然后切片!放盐#料酒#姜丝#花椒腌制

%)

分钟" 菠菜洗净!切半厘米长的碎粒" 然后

将泡好的米放入锅中加水用旺火煮开!然后转

小火煮"待米煮熟后!将猪肝放进去接着煮!等

猪肝放进去后!再把菠菜碎粒放开水里迅速焯

一下!然后捞起来放入粥里" 这样做的目的是

去除菠菜中的草酸" 猪肝和菠菜都很容易熟!

所以放进去煮几分钟后! 适量加点盐提味!就

可以了" 萧悟

转眼间!秋风起" 皮肤经过了一夏的考验!

现在该是休养生息的时候了" 除了保持皮肤的

清洁!按摩应该是保持皮肤健康与活力的最有

效的美容方法"

按摩是一种强弱适宜的刺激!它可以促进

血液循环!使皮脂和汗液分泌正常!增强皮下

组织的功能!使皮肤更具活力" 所以!按摩在

恢复皮肤疲劳# 预防皮肤老化方面有很理想

的效果"

按摩不一定要到美容院才可以完成!以下

为您介绍一些自己在家就可以做的按摩方法$

由于按摩结束后! 脸部皮肤需要休息!所

以!按摩最好是在睡前进行" 洗脸或出浴后!脸

部皮肤清洁而湿润!是按摩的最佳时机"

此时一定要先涂上一层按摩霜! 也可以

涂一些化妆专用的橄榄油" 按摩霜或橄榄油

的作用是使脸部皮肤光滑! 从而使手指和手

掌动作顺利"如果不涂任何东西!会很容易拉

伤面部皮下纤维! 使皮肤粗糙" 因此! 不能

%干搓&"

按摩的基本动作是%搓&#%敲&#%捏&"

最正统的手法是%搓&!须按肌肉的方向和血

液的流向进行" 要点是在眼睛周围成圆圈状擦

搓!鼻梁两侧上下移动!其余部分从中间向外搓"

%敲&是用手指肚敲击!它比搓更简便!最

适用于预防眼角皱纹"

%捏&是当你想加速两颊血液循环时使用的

手法!用拇指和食指捏很有效" 这三种手法可以

单独使用!但最好配合使用" 动作不要太快!手

法也不可过重!以脸部感到有压力为宜" 应有节

奏地按摩
(!)

分钟!皮肤应感到舒适放松"

按摩后!应使用化妆棉或软纸把按摩霜或

橄榄油全部擦掉!用稍微温热的水'以比洗脸

水稍热为宜(洗净!以按摩手法涂上化妆水!再

涂上夜间专用营养霜"

细嫩#健康的皮肤!可每
(

天按摩一次!如

皮肤干燥#粗糙或是较苍老!就要天天坚持按

摩" 盛兰

地面油污在拖把上倒一点醋擦!

即可去掉地面油污"若水泥地面上的

油污很难去除!可在头天晚上弄点干

草木灰!用水调成糊状!再用清水反

复冲洗!水泥地面便可焕然一新"

灶具油污液化气灶具沾上油污

后! 可用黏稠的米汤涂在灶具上!待

米汤结痂干燥后!用铁片轻刮!油污

就会随米汤结痂一起除去"如用较稀

的米汤#面汤直接清洗!或用乌鱼骨

清洗!效果也不错"

玻璃油污可用碱性去污粉擦拭!

然后再用氢氧化钠或稀氨水溶液涂

在玻璃上!半小时后用布擦洗!玻璃

就会变得光洁明亮"

纱窗油污先用笤帚扫去表面的灰

尘! 再用
%)

克清洁精加水
)&&

毫升!

搅拌均匀后用抹布两面均抹! 即可除

去油污" 或者在洗衣粉溶液中加少量

牛奶!洗出的纱窗会和新的一样"

家具油污在清水中加入适量醋!

然后擦拭即可去除油污"或用漂白粉

溶液浸泡一会儿再擦!去污效果也很

不错" 薇笑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微波炉

作为一种具有独特优势的家电产品已经走进人

们的家庭" 化冻#加热#煮蒸#烧烤#脆烤等极为

便利的功能给人们带来了无限乐趣和享受" 但

是!由于许多人对微波炉不正确的使用和维护!

给其带来许多并非故障的故障" 而正确的使用

和维护!不仅会延长微波炉的寿命!用起来也比

较得心应手"

众所周知!微波对人体是有害的!所以!设

计者在炉门设计有连锁开关和安全开关!目的

就是防止没关门的情况下开启微波炉!造成微

波泄漏"因此放进食物和取出食物时!关炉门力

量不要过猛! 以免造成开关失灵和门# 枢的变

形!引起微波泄漏"

微波炉有一个特点!即$遇见金属会折射!

而能穿透玻璃和陶瓷"知道这一点后!在加工食

物时!就不要用搪瓷或金属容器盛放食物!应使

用陶瓷或玻璃器具"

在蒸煮食物时! 如果是带壳的食物要将壳

打破"否则!在取食物时!可能会发生爆炸"刚从

冰箱中取出的食物需要化冻时! 可以放进微波

炉内进行解冻" 如果是肉类制品就要在肉未完

全化冻时取出" 时间一长! 外层的肉有可能被

%蒸&熟"

片状物解冻时!厚的要放在器皿的外层!薄

的要放在里边" 对于条形粗细不均的食物!如

鱼!化冻时!要用锡纸把头和尾稍包一下化冻时

才会均匀"

以上这些!都是使用微波炉必须知道的"在

正确使用之后! 还必须对其进行定期检查和保

养" 用完后!应及时切断电源!以防止关门通电

后!空载运行致损"

要经常检查微波炉门有无松脱和变形" 一

经发现应及时修理!未修时!最好不要启用!修

理时不要通电! 以防电击! 如果自己没把握修

好!应送专修店"

当炉内有污物时!可用湿布蘸点清洁剂!最

后晾干" 这里应注意几点$ 不能将水渗入通风

口!导致损坏电子元件)清洁时!不可用刀#铲等

利器!以免损伤炉具" 向辉
立秋之后!秋风秋雨渐多!天气由热转凉"

由于昼夜之间温差增大! 也是人们发病较多的

时节" 常见的有支气管炎#哮喘病复发#肠胃疾

患增多#热伤风等" 因此!人们在秋季一定要注

意保健!做到防病于未然"

秋季!是慢性支气管炎高发期!其中有旧疾

复发者!也有因着凉的新患者"此类病少则两周

左右! 多则数月不愈" 有旧疾者要注意锻炼身

体!增强体质!保暖防寒!少食辛辣食物!最好戒

烟!以防复发" 正常人也应适当增减衣服!以防

受凉而致病"

秋季!冷暖更迭!早晚温差较大!这时哮喘

病最易复发"该病是一种过敏性疾病!有此病史

的人对湿度#气候变化比较敏感!且适应能力较

弱!所以容易因上呼吸道感染而诱发"秋季又是

草枯叶落时节!空气中过敏物质增加" 因此!有

哮喘病史的人要尽量减少与致敏因素接触!如

果有已知过敏原的! 应注意避免接触! 防止发

作"

秋季气温下降!人体受冷刺激后!会产生一

系列生理变化!如甲状腺素#肾上腺皮激素等分

泌增多!对原有胃溃疡等胃部疾患者大为不利"

另外!秋季由于阳气弱阴气长!肠胃的抵抗能力

下降!病菌易乘虚而入!损伤脾胃!导致肠胃疾

病!所以!有胃病的人要特别注意腹部保暖!多

参加一些锻炼活动!以改善肠胃道的血液循环!

增强对气候的适应能力)吃东西要定量#定时!

少吃冷饮和瓜果!避免过热#过硬#过辣!以防加

重胃疾"

由于秋季天气渐凉! 有不少人早早就添加

许多衣服!唯恐伤风感冒!却不知这样反而易患

热伤风"常言说%春捂秋冻&#%若要小儿安!常带

三分饥和寒&!这是因为人体体温调节是靠皮下

毛细血管的收缩与扩张来实现的! 如果不急于

多加衣服!让机体逐渐适应环境!就能减少伤风

感冒的发生"但这并不是说不要加衣服!而一味

地去追求%凉&!问题是要加得适当" 萧悟

%刹车和油门都由右脚控制!一

紧张起来很容易乱"&刚买了新车的

李女士认为! 开车上路如果真的将

油门当刹车踩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为了安全!还是不开车为好"

事实上 !像李女士这样有 %心

理障碍 &的人并不在少数 !而且因

误将油门当刹车而引发的交通事

故也频频见诸报端!时时在给人们

以警示"但是这样的错误到底该如

何避免呢*

对任何一位司机来说! 会及时

踩刹车是一项重要技能! 但把油门

当刹车踩往往会在什么情况下出

现* %新手开车动作连贯性差!路上

碰到情况! 甚至会忘了一些基本动

作!因此!临危处置不当!新手很容

易因为紧张! 而将汽车油门错当刹

车猛踩"&带过很多学员的某驾校张

教练就表示!在他所带的学员中!一

些女学员或者年龄比较大的学员!

经常会因为紧张而发生这种情况"

而一些因误把油门当刹车踩引

发的交通事故中!不少驾驶员却是

老司机!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大

多是因为司机疲劳驾驶或注意力

不集中而引起的" &张教练表示!有

些老司机是%艺高人胆大&!认为自

己驾车技术老练 ! 不会出什么问

题!结果这种侥幸心理就导致了交

通事故"

那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这

样严重的错误呢*%开车时注意力要

集中! 要看得远些! 一般要观察到

%)&

米外! 看看前方车辆的动态和

前面是否有路口和学校等! 提前减

速!尽量避免急刹车" &张教练具体

讲解说!一是保持右脚不空!即只要

在开车! 右脚不在油门上就一定在

刹车上)二是及早做刹车准备!只要

没有加油#收油!就要及时把右脚放

在刹车位! 不要将脚搭在油门上滑

行) 三是注意路面情况! 遇有红绿

灯# 行人通过人行道时要提前减速

并做好刹车准备! 这样就可以避免

在处理紧急情况时! 把油门当做刹

车踩了"

本报记者 吴向辉

图中的交通标志为注意隧道

标志!此标志设在进入隧道前的适

当位置"

据郑州市交警五大队民警杨

华民介绍!一般在市区内驾车遇到

的隧道并不多! 但是如果是外出!

特别是经过山区就免不了会碰到

很多又长又黑的隧道!这时驾驶员

要格外小心"

杨华民提醒!驾车通过隧道!首

先!要把速度降下来!特别是外面阳

光充足时! 一下子进入隧道会有短

暂的%失明&!估计就一两秒钟!但速

度一快! 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其

次!隧道内视线很差!进隧道前要提

前把车大灯打开! 以便自身以及他

人识别" 再次!隧道内最好不要变换

车道或者超车! 以免发生危险" 最

后!在隧道里要注意车距!因为隧道

内是封闭区间!两侧并无路肩!如前

方发生情况! 很难有侧向闪避的空

间!所以更应该确保安全的车距" 另

外! 由于各级公路的隧道都比洞外

路面窄! 所以! 隧道内严禁随意停

车!以免交通阻塞" 若汽车抛锚于隧

道内!应立即通知道口!设法将车辆

拖出隧道!不得在洞内检修"

本报记者 吴向辉 文
*

图

当前!新农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中" 然而!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建新农村住

宅不是说一切都要推倒重建!而是要根据

实际 !进行整理和改造 !以满足农村居民

的居住需求" 在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情况

下! 农村住宅实行旧房改造犹为可行!这

对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农村人居环境#破

解农民 %建房难 &等诸多问题有着重要的

作用"

旧房改造的有利方面表现为$

"+

村庄一般说来都是经过长期历史发

展形成的!具备一些好的建设条件!如周围

环境较好!气候优越!避风#近水#向阳#排

水顺当!交通方便)

#+

原有房屋近期内有的仍可继续使

用!可节省开支)

$+

可以根据各自经济实力 !改造和新

建结合起来!或逐年改造!不必一次投入过

多的钱财)

%+

不另占或少占耕地 !可以充分利用

旧房原址未利用的土地"

但旧房改造也存在一些不利的方面$

"+

由于受地形条件等限制 !扩建的房

屋基址不好安排)

#+

村民对原有村落有种依恋 !如果新

建房屋在建筑风格# 高度等方面和邻居住

房协调不好!容易造成邻居不和)

$+

如果村庄过大!水源等可能产生紧张!

同时村庄排水等趋于复杂!另外容易远离生

产地区!造成生活生产的不方便)

%+

有的老村庄本来环境条件就很差!如

地面潮湿#通风不良等"

鉴于目前土地日趋紧张的状况!旧房或

旧村改造应该成为近期内农村建房的主要

方式"进行旧房或旧村改造时要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

"+

要处理好与邻居的关系" 邻居在长

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建立了感情! 大家低

头不见抬头见!感情融洽的邻居!在社会政

治生活中都是重要的精神支柱" 房屋的改

造或扩建#新建!都将在房屋高度#宽度等

方面产生变化而对其他邻居产生影响!因

此要与邻居共同商量决定"首先!全村是一

个整体! 新建房屋在布局上要与整个村庄

的布局相协调! 比如尽量不占用村民进出

的必经之道! 不要过多地挡住邻居房屋的

视线!不要占用大家习惯了的水井!等等)

其次! 由于改建并不是推倒后又建出原样

子出来!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对房屋的空

间#高度等都有了新的要求!因此邻居也要

从大局着眼!更不可用%冲了祖宗&或%破了

风水&等迷信的东西来小题大做"

#+

要改变旧村的落后面貌" 旧村的房

子一般低矮!窗户小!光线条件较差" 新建

房屋窗户可开多一些#大一些)对通风不良

的房屋! 可考虑房屋与房屋之间隔出一定

的空隙) 潮湿的房屋可考虑垫高房基或深

挖房基周围的排水沟"

(+

要利于防火" 农村房屋一般是土木

结构!甚至木草结构!加上农作物秸秆是大

部分地区煮饭取暖的主要能源! 许多堆放

在房屋四周或房屋里面!很容易着火"一方

面! 村民们最好是把柴火堆放在距房屋有

一定距离的地方)另一方面!改造后的房屋

之间一般应隔一米左右的距离! 且要接近

水源!以防火灾"

,+

要利于改善环境卫生条件" 旧房的

畜舍#鸡窝和厕所一般与居住房分隔不好!

新房要进行有效的分隔"旧村的废塘#废沟

和洼地也是苍蝇#蚊虫滋生地!要填平!符

合卫生标准!减少发病"

)+

要充分挖掘旧村土地潜力 !合理安

排!节约土地" 旧村周围一般空地较多!利

用这些空地建房可以大量节约土地" 因为

新房可以利用旧村的道路#水井#晒坝等!

不必另外去占地"

-+

村民们要团结齐心 !共同把旧村改

造好" 对绝大多数村民来讲!一辈子的绝

大部分时间是在村中度过的!因此村庄的

面貌#卫生条件等关系到每个村民的生活

和生产" 许多涉及全村人的事情需要全村

人共同努力" 比如在村庄里开辟统一的道

路网 !做到平时地面无积水 !雨天道路不

泥泞)开挖排水沟!保持村内排水畅通!地

面干燥 !共同保护水源 !在仍然吃稻田水

或池塘水的村庄!应开挖水井" 农村惯用

大口井作饮用水源 !应改为小口井 !砌筑

井口加设井盖!修好井台#井栏!以利饮水

卫生"

黄河科技学院 王蕾

想盖新房 为您帮忙
栏目主持人!吴向辉

联系电话!

!"#6

+

&'#('#7(

秋季预防时令病

身高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归结起来不外

乎遗传与环境两大方面" 其中遗传对身高的

影响最大!可占到
.&/

左右" 环境因素则包

括营养#睡眠#运动#疾病和环境污染等诸多

方面"概括地说!遗传#睡眠#营养和运动是影

响身高的四大主要因素"

运动能直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还能

促进运动当晚睡眠中生长激素的分泌"同时

适度的运动能增进食欲! 带给您健康的睡

眠!对长高有帮助" 有人说$%合理运动后的

睡眠如同婴儿般的睡眠" &

运动能使人长高!但也不是任何运动都

能使人长高"

%&

有利于长高的运动 $排球 #篮球 #足

球#芭蕾#健美操#伸展体操#跳绳#慢跑"

$&

不利于长高的运动$举重#负重练习#

过度运动#消耗过大的运动
0

如马拉松等
1

"

了解一些运动可以有效增高后!再给介

绍一些具体的增高运动方法$

%&

悬垂法

双手紧握单杠!使身体悬空下垂!下垂

时以脚尖能轻轻接触地面为佳!然后做引体

向上动作" 男孩每天可做
%&!%)

次" 女孩每

天可做
$!)

次"

练习的要领是$

引体向上时呼气!慢慢下降时吸气" 练

习做完后!要走动走动!使肌肉放松"然后再

躺在床上!使背部和臂部的肌肉放松"总之!

要学会最大限度地用力和最大程度地放松"

在练习悬垂法一段时间后!可以在此基

础上进行展垂增量! 方法是$ 先悬垂
$&

秒

钟!然后双腿各系上
)

千克的沙袋!再悬垂

$&

秒钟)这之后!用皮带固定在单杠上!悬

垂
%)

秒钟! 之后穿上
%&

千克重的铁砂背

心!再悬垂
%)

秒钟" 不过!时间和重量不是

绝对的!可因人而异"

$&

跳跃法

双脚跳跃用手摸树枝#篮球架#天花板等"

%&

次为一组!每次向上跳跃
)!.

秒钟!

每组间隔
,2)

分钟"要尽量使身体处于最大

程度的伸展状态"

另外!要经常参加篮球#排球和游泳运

动" 抢篮球和扣球时一定要奋力跳跃!积极

争夺每个高点球" 因为跳跃是主要训练内

容!故每天要全力跳跃
$&&

次左右"

(&

牵引法

站在
$&2(&

米高的土丘上!放松加速向

下跑!然后俯在地上!由两个伙伴帮助!一个

伙伴握练习者的双手腕部! 另一个握练习者

的小腿下部!俩人同时向相反方向用力!牵引

躯干
$2(

次!每次
%$2%)

分钟!重复
-2%&

次"

这一系列的运动有助矫正短腿# 脊柱

弯曲#扁平足和%

3

&形腿等形体缺陷 !促使

骨骼增长! 并调节神经和内分泌功能以及

各种生理机能!使之达到最佳状态!从而达

到增高的目的"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认真和

坚持" 小薇

! !

!<=

这样运动可以帮您长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