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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的时候，有哪些东
西不能放在床头附近呢？

1. 有的人会觉得房间
里太过单调而摆放一些物
件，给房间进行装饰，比如
在床头摆放毛绒玩具，但
是因为毛绒玩具不经常清
洗，表面容易隐藏灰尘细
菌还有甲醛，还有一些三
无毛绒玩具是用有害的化
学纤维填充的，可能会引
起呼吸道感染和皮肤感
染，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摆
放任何毛绒玩具，尤其是
不能让孩子抱着睡觉。

2. 很多人觉得绿色植
物能够净化空气，给房间
增加含氧量，还可以舒缓
紧张的情绪，但是在夜间
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会吸
入氧气放出二氧化碳，容

易使人长时间处于缺氧环
境中，反而会对睡眠质量
造成影响，如果是特别喜
欢植物的朋友们，可以摆
放一些小型的吊兰、多肉
植物等，这样是最合适的。

3.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了，相信很多人睡前都习
惯玩会儿手机或者ipad ，
也正是这个习惯才会让我
们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
醒，精神也就越来越差了，
精神科专家建议，想要提
高睡眠质量，一定要将带
屏幕的电子设备如手机、
平板电脑、电脑等物品带
出卧室远离床头，这些物
品都会不断地刺激我们的
大脑，让我们的精神处于
兴奋状态，想要睡个好觉
我们首先要远离手机，让

大脑彻底的关机休息，才
能够尽快进入深度睡眠。

4. 有些电器虽然体积
小，但是辐射量却不可小
视，比如：收音机、音响等，
如果确实有需要，最好将
它放在远离床头的地方，
而且插线板至少要离床头
两米远，否则通电时辐射
会变大影响健康。

5.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
是闹钟，如果是普通的指针
闹钟，闹钟的嘀嗒声会影响
入睡，还有另一方面，当人
熟睡的时候闹钟突然大声
的响起，会使人精神紧张，
一下子很难缓过神，甚至还
会出现血压突然增高的情
况，长期下来会使人出现高
血压疾病，睡眠质量下降和
抑郁等问题。 文/钟 一

NO.13硬四盘
硬四盘是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传统美食，早在清朝

时就享有盛名。建国后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成
为婚丧嫁娶摆宴请客必不可少的上等佳肴，也象征着
河套人憨厚、纯朴的性格。硬四盘的原料通过水煮、油
炸、干蒸等处理方式，既回软，又入味，吃起来畅口、地
道，可谓老少皆宜，百吃不厌。

多肉植物许多都是小
型盆栽，开花也很娇小，一
朵朵黄豆大小的小花，总
会在不经意间给你惊喜。
养花人总希望自己的花能
经常开花，在许多
人眼里，花卉经
常开花是养
花人技术好
的表现。但
是，对于
多肉植物，
有 时 它 们
疯狂开花，
你反而应该提
高警惕。因为这不
一定是茁壮成长的表现，
可能是它们快速衰弱甚至
死亡的前兆。

众所周知，开花是会
大量消耗养分的。多肉植
物一般不喜欢大肥，因此
栽培多肉植物的土壤往往
肥力不是很强。如果一年
四季开花不断，或短时间
内大量开花，土壤中的养
分很快就会耗尽，花卉会

出现缺肥症状，并越来越
虚弱。有些植物受影响较
小，比如玉露，光照水分温
度等条件适宜的话，大量
多次开花也可以长得很健

壮，土壤的肥力维
持一两年都没

有问题。而
有些植物，
比如豹皮
花、四海
波，大量
频繁开花
之后，越来

越 多 的 枝 条
会枯萎。如果不及

时挽救，很容易死亡。有
花友将这种短期内疯狂
开花，之后快速衰弱枯
萎，或是短期内植株突然
变得很健壮，之后快速化
水死亡的现象比喻为“回
光返照”。

关于多肉植物“回光
返照”的成因，我还没有找
到相关的权威资料。但是，
这种现象大多是可以挽救

的。如果植物在开花之前
状态不是很好，比如徒
长、色泽暗淡等等，或是
盆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
更换或追肥，那么，植物
长出多个花箭花蕾后，最
好剪掉，或者只留下一两
支，并在花期和开花之后
及时补充速效磷肥和复
合肥。如果花箭或花蕾较
多，最好仔细检查植株状
态，特别是根基部位，有
没有枯萎、化水的迹象。
如果根基部位已经干枯
到可以轻松地将植株拔
出盆土，那么最好剪掉所
有的花箭花蕾，取出整个
植株，挑选还有健康根系
的子株，换土重新栽种，
或是剪下健康的枝条、叶
片重新扦插。如此，还有
挽救过来的希望。

文·摄影/文 远

亲子共读
让幼童语言能力
“早熟”8个月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一

项研究显示，亲子共读有助

增强学龄前儿童的语言能

力，可望让孩子们的语言水

平超出同龄人8个月。研究

人员回顾分析过去40年间

美国、南非、加拿大、以色列

和中国的16项相关研究，研

究对象为平均年龄39个月

大的儿童。结果显示，与父

母或者看护人经常共读的

儿童更善于表达自己，语

言理解力更强。研究项目

牵头人詹姆斯·劳说：“我

们已经知道，与幼童共读

能促进他们的发育，提高

以后的学习成绩；这项研

究显示的8个月优势引人

注目。当你研究的是5岁以

下幼童时，8个月的区别相

当大。” （据新华社报道）

生活小窍门
1.若有小面积皮肤损伤或烧伤、烫伤，抹上少

许牙膏，可立即止血止痛，也可防止感染，疗效颇
佳。

2.可将洗衣粉、吸烟剩下的烟头一起放在水里，待
溶解后，拿来擦玻璃窗、纱窗，效果不错。

3.在1斤面粉里掺入6个蛋清，使面里蛋白质增加，
包的饺子下锅后蛋白质会很快凝固收缩，饺子起锅后
收水快，不易粘连。

4.辣椒吃多了，可以含一口白糖或喝点牛奶，可以
减缓辛辣。

5.如果是米饭夹生，可用筷子在饭内扎些直通锅
底的孔，洒入少许黄酒重焖，若只表面夹生，只要将表
层翻到中间再焖即可。

6.将虾仁放入碗内，加一点精盐、食用碱粉，用手
抓搓一会儿后用清水浸泡，然后再用清水洗净，这样
能使炒出的虾仁透明如水晶，爽嫩可口。

新华社消息 广东省
东莞市消委会24日发布典
型案例，消委会同时提醒，
当前市面上很多维修店打
着知名品牌手机厂家的旗
号，实际上并非官方的授
权店，消费者选择维修点
前应细心甄别。

不久前，东莞市消费
者陈女士的苹果6S手机

突然出现无故关机且无
法开机的性能故障，于是
将手机送到东莞市某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维修。由
于该店店面的背景墙上
写着“苹果官方售后服
务”，店员也自称是苹果
手机的官方维修点，消费
者就误认为该店为苹果
官方维修店。

手机拿去维修后，店
方检修并报价“更换套件
2398+底板1388”共3986
元，消费者同意维修。取
机时，消费者要求店方出
示手机已被更换的旧配
件及电池，店方无法提
供，也无法兑现恢复手机
数据的承诺。要求退款无
果，陈女士向东莞市消委

会投诉。
消委会调查发现，该

公司存在以下问题：一是
无法出示苹果官方授权
维修的相关证明，存在涉
嫌冒用品牌授权、误导消
费者的行为，涉嫌欺诈；
二是店方无法举证已更
换手机“套件和底板”两
个配件的合法来源证明

材料，也无法出示已被更
换的旧配件。因此，消委
会支持消费者的退款诉
求。经调解，双方达成退
款和解。

消委会提醒广大消费
者，选择手机维修点前，可
以通过登录品牌官方网站
或公众号、拨打官方客服
电话等途径，了解品牌手

机的销售渠道、官方门店
及售后服务点，尤其是维
修项目，必要时可以向官
方客服寻求技术支持和了
解报价。同时，消费者应向
维修店索取并保留维修凭
证，注明手机型号和串号、
故障原因、维修项目、维修
费用等，以便日后维权。

（胡林果）

消委会:选择手机维修点需留心

5样东西不要放床头

多肉疯狂开花是死亡前兆

飞机餐不好吃
有道理

常有乘客抱怨飞机餐
难吃。营养学研究人员认
为，这恐怕在所难免，因为
受机舱内压力、湿度和噪
音等环境因素影响，人的
嗅觉和味觉等感官灵敏度
减弱，不能充分体验食物
带来的乐趣。高空飞行低
温环境下，食物吃起来自
然不美味。机舱内加压环
境会降低人体血氧水平，
减弱体内嗅觉接收器的灵
敏度。机舱内持续循环的
干燥空气也会影响鼻子正
常发挥功能。机舱内空气
平均湿度为12%，甚至低于
撒哈拉沙漠的空气湿度。
由于人类体验食物时嗅觉
和味觉紧密相关，嗅觉损
失会影响人们品尝食物的
味道。 （据新华社报道）

疯狂开花的

四海波，之后快速
枯萎，最终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