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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假假

茶余饭后

□唐秋楠

目前市面上的纸巾种类较多，颜色
主要有白色和黄色两种，其中黄色的

“原色纸巾”近年来大行其道。通常来
说，商家对“原色纸巾”的卖点主要放在

“无添加”和“纯本色”上。“原色纸巾”真
的“无添加”“纯本色”吗？

先看看“原色纸巾”是否真的“无添
加”。湖北工业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学院
院长谢益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造纸
制浆过程中，首先要对木头、竹子等原材
料进行蒸煮，形成竹木色的纸浆。若生
产白色纸巾，则随后要漂白纸浆，再洗涤
和筛选；若生产“原色纸巾”，就无需漂
白，直接对纸浆进行洗涤筛选。“漂白需
使用含氯的化合物，在后面工序中虽会
反复清洗，但不可避免地会有少量残
留。”谢益民介绍。不过，谢益民补充，未
经漂白的纸浆木质素含量较高，生产出
来的纸会很硬，因此会比白色纸巾添加
更多的柔软剂和湿强剂。总之，在生产
过程中，“原色纸巾”比白色纸巾省去了
漂白的环节，但却也因此添加了更多的
柔软剂和湿强剂，因此“原色纸巾”“无添
加”的说法并不准确。

再看看“原色纸巾”是否真的“纯本
色”。《中国妇女报》介绍，普通白色纸巾
木质素脱除率高，颜色看起来较白；“原
色纸巾”颜色发黄是因为木质素含量高，
没有经过漂白工序。但一般情况下，本
色浆在做成纸巾后，颜色有时不均匀，需
要用调色剂来平衡，调色剂属于化学染
剂，因此宣称“纯本色”也并不合理。

另外，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纸张印
刷产品质量检验站副站长王国荣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其实合格的白色纸巾与

“原色纸巾”相比，在卫生指标和安全性
能方面并没有本质差别，消费者在购买
时不必为选白色纸巾还是“原色纸巾”
而纠结。王国荣表示，不论是白色纸巾
还是“原色纸巾”，只要是合格产品，消
费者都可以放心选购。

原色纸巾是原色吗？

□本报记者 院秀琴

电报、电话、BP 机、手机、互联网⋯⋯从“见字如
面”到“天涯变咫尺”，现代通信科技以一日千里的速
度向前奔跑。改革开放 40 年间，内蒙古通信业翻天
覆地变化，直接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让人们联
系越来越便捷，沟通越来越顺畅，也让横跨东北、华
北、西北三大地区的内蒙古显得越来越“小”。

千里传书——电子邮件

1983 年，吴杰转业分配到兴安盟科右前旗工作，
工作之余，他做了基层通讯员，常常给《兴安日报》供
稿，每次给报社发稿件，只能写信，一篇新闻稿件在路
上，就得走一周左右的时间。有重要的新闻线索想与
报社联系，常常急得团团转，吴杰有时候甚至自掏腰
包，给报社发电报，可是比寄信也快不了几天。吴杰
告诉记者：“我的处女作是个小豆腐块，一条 200 来字
的短消息，后来，越写越多，我不仅被多家媒体聘请为
特约撰稿、特约记者，还成为自治区摄影家协会会员，
并多次被评为优秀通讯员⋯⋯”

书信和电报几乎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远距离沟
通交流的唯一方式。

上世纪 80 年代初是电报最鼎盛的时候，电报是
人们与外界联系最为快捷的通信工具，“但是发电报
可贵了，一个字要几毛钱。所以人们竭尽所能减少字
数，那时候人们读懂电报基本靠猜。”上世纪 80 年代
在内蒙古农牧场总局供销公司工作的孙占荣说，“而
且有时候也很慢，耽误事儿！”

孙占荣向记者讲述了发生在 1980 年 11 月 22 日
的一件往事：“我们单位的路太平同志突然接到电话
通知，说他岳母病在车站候车室，要他快去接。他岳
母住在河北省崇礼县，已经有 11 年没见面了，怎么会
病在呼和浩特车站呢？原来老人临行前给女婿发了
电报，让他接站，可是电报比火车还慢，结果到站无人
接，又无处投宿，劳累一路加上着凉生气，就病在候车
室了。本来母女相逢是件高兴事，由于电报投递不及
时，倒弄得一家子恼火，老太太对女儿、女婿还憋了一
肚子气。”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新兴通信产业的飞速发展，
电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渐渐淡出普通人的视野。

现在，吴杰再想投稿，用电子邮件在一分钟之内就
能把稿件发送给编辑。在吴杰看来，他能够在自己热爱
的写作道路上一直坚持，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功不可没。

“摇把儿”——“按键”

“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
问，最近你还回来吗？”13 岁的严守一骑自行车赶到镇上，
从上午排到下午终于用镇上唯一的一部“摇把儿”电话打
通了矿上堂哥的电话⋯⋯电影《手机》里的这一幕，给许多
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看来有趣的桥段，却是改革开
放前最平常不过的一个生活场景。

那时候，古老笨重的“摇把儿”电话对普通家庭来说还
是稀罕物，一般一个乡镇只有一部“摇把儿”电话。吴杰告
诉记者。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国家出台政策放开了私人安装
电话的限制，然而由于当时的拨盘式电话安装及通话费用
昂贵，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装部固定电话，可望而不可即。
人们还是常常跑到邮局或公用电话亭，排一两个小时的
队，与亲友说十几分钟话。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世纪 90 年
代末，固定电话开始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并开始慢慢
普及，这时候的电话已经是按键式，还带有来电显示。“我
10 岁时候我家装了固定电话，我当时以为跟妈妈打电话
的阿姨是住在电话线里面，被我妈妈嘲笑了好久。”出生于
1989 年的乌兰察布市民杨媛媛笑着说。

进入 21 世纪，各种手机频频亮相，与此同时互联网开
始迅速发展，QQ、MSN 等成为人们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
特别是视频聊天，即使是远在天涯也能“面对面”地交流。
据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发布的统计信息，截至 2008 年 10 月
份，我区电信业务收入 111.8 亿元，全区电话用户总数
1856.62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总数 1369.94 万户，全区电话
普及率 77.48％，全区互联网普及率 5.63％。

随后，固定电话所承载着的不再是打电话的功能，它
更多的是作为绑定宽带的宽带账号。如今，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用手机号作为宽带账号，而固定电话开始渐渐地退出
人们的生活。

健康生活

病毒性感冒不是小病

摘掉脸上的“红苹果”

□王婧

很多人对感冒不够重视，觉得感冒只是小
病。但如果患者得的是病毒性感冒，没有及时
治疗，感冒长时间不好就容易引发病毒性心肌
炎。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病毒性心肌
炎。上海远大心胸医院心内科主任张雅君介
绍：“病毒性心肌炎是一种由多种病毒侵犯心
脏而引起局灶性或弥漫性心肌间质炎性渗出
和心肌纤维变性、坏死或溶解，从而导致心肌
损伤、心功能障碍和心律失常的疾病。在引发
疾病的各种病毒中，引起肠道和上呼吸道感染
的病毒最为多见。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往往先
出现感冒或流感症状，症状逐渐好转或消失
后，心脏异常的征象开始显现。”

那么，为什么患感冒会引发病毒性心肌炎
呢？郑州人民医院心内二病区主任刘恒亮介
绍，患上病毒性感冒后，如果不及时治疗，病毒
进入呼吸道，通过血液循环到达心脏，就会入
侵心肌细胞。此时，人的免疫系统就会对病毒
展开围攻，在消灭病毒的同时也误伤了正常的
心肌细胞，从而引发心肌炎。

病毒性心肌炎如果不及时治疗，发展到后
期就会十分危险。长沙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
科七病室主任、副主任医师陈然介绍：“病毒性
心肌炎在感染初期会出现发热、咽痛、咳嗽、呕
吐、腹泻、肌肉酸痛等症状，约 1 到 3 周后会出
现心脏受损症状，主要表现为心慌、胸闷、乏力
等，严重的心肌炎患者可能会导致心肌病和猝
死。”

轻度病毒性心肌炎患者通常会出现心律
失常，心动过速或缓慢等症状，一般可通过心
电图发现心肌缺血改变，此时给予营养心肌的
药物，进行对症治疗，通常 1~2 周可治愈。但
重度病毒性心肌炎病情凶险，死亡率可达 70%
~80%，可能在数小时或数日内死亡或猝死。

需要注意的是，年轻力壮的青年人反而是
病毒性心肌炎的易感人群。据报道，临床发现
的病毒性心肌炎多见于平时身体比较好、工作
学习压力比较大的青壮年，其中以 20~40 岁人
群最为多见。这一方面与年轻人免疫反应相
对敏感有关，另一方面，很多人仗着自己年轻，
忽视身体发出的信号，实在熬不下去了才去医
院，而此时心肌细胞往往已经受损严重。

□赵鹏

很多人身边都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在和同
性交谈、合作时显得大方、活泼，但在遇到异性
时却变得蹑手蹑脚、满脸通红。这些人一般都
是工科出身，大多从事一些偏工科的行业，如
计算机行业等，网友们将此类人称为“靠本事
单身的人”。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和异性交流
会存在困难呢？

不善于和异性交流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
括以下几点：

1. 个人原因。首先，有些人性格本来就比
较内向，这种内向的性格在和异性交流时可能
表现得更为明显；其次，有些人长期将注意力
集中在学习和工作上，忽略了与异性的交往，
于是这方面的能力就显得薄弱一些。2. 年龄
原因。谈恋爱的情境一般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尤其是在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中更为常见，
而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群由于经验不足、对异性
抱有新鲜感等原因，在与异性交往时更容易出
现紧张等情绪。3. 家庭原因。首先，如果父母
的婚后生活不是很如意，比如经常吵闹，孩子
在谈恋爱的时候就会担心自己将来也和父母
一样，从而对婚姻生活产生一定的担忧和紧张
感；其次，有些父母在孩子上学的时候经常教
育孩子不要和异性过多接触，以防孩子早恋，
但如果教育方式不当，比如强制孩子不要与异
性同学多说话，就有可能影响到孩子将来与异
性交往的能力。4. 动机原因。有些人只有在
谈恋爱这一特定的交往情境中显得比较紧张，
比如某些男性虽然有很多“红颜知己”，但在面
对女友时却显得拘束、紧张等，这种情况通常
是因为当事人对恋爱、婚姻怀有某些顾虑，比
如害怕自己会被爱情束缚、担心自己无法承担
家庭责任等。

那么，如何改善这种状况呢？
1. 进行一定的训练，比如可以多找机会与

异性交流、参加一些异性朋友较多的社会活动
等。2. 事先做好准备，比如在和异性接触之
前，预先设想一下会发生的事情和可能出现的
情况，并提前做好准备。3. 善于转移注意力，
比如在感觉尴尬、紧张的时候，可以与异性朋
友聊一些彼此都关注、比较轻松的事情。4. 学
习沟通技巧。在与异性接触时出现的紧张等
情绪多通过言谈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可以有
意识地学习一些沟通技巧。

□戴轩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的新修订的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规范》中
作出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
过 25km，整车质量（含电池）不得超过
55kg。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存在越来越大、
越来越重、越来越快的趋势。目前实际
使用中部分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超过
40km/h，整车重量超过 70kg。这些产
品性能上接近或达到电动轻便摩托车，
存在安全隐患。

为了满足电动自行车使用者基本出
行需求并减少对其他车辆和行人正常通
行秩序的干扰，新标准坚持电动自行车
的非机动车属性，规定电动自行车须具
有脚踏骑行能力、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
25km/h、整 车 质 量（含 电 池）不 超 过
55kg、电机功率不超过 400W、蓄电池
标称电压不超过 48V。

此外，《技术规范》还补充和完善了
电动自行车的防火、阻燃、充电器保护等
方面的要求，降低电动自行车发生火灾
事故的风险，以确保起火后能够延缓车
辆燃烧蔓延速度，为人员逃生和外部施
救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尽可能减少人
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规范》将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起正
式实施。2018 年 5 月 15 日至 2019 年 4
月 14 日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鼓励生
产企业按照《规范》组织生产，鼓励销售
企业销售符合《规范》的产品，鼓励消费
者购买符合《规范》的产品。《规范》正式
实施后，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不得生产、
销售、进口。

电动自行车
限速 25km/h

“大哥大”——智能手机

在固定电话从“装机难”变为“即要即装”的同时，把通
信工具随身携带的群体也日渐庞大起来。

腰挂“大哥大”逐渐成为一种潮流。那时候，像砖头一
样大小的“大哥大”，不仅是一种通信工具，更是一种身份
的象征。

“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能有个‘大哥大’，那你
绝对是大老板！”呼和浩特市从事餐饮行业的马兵回忆，当
时刚兴起的‘大哥大’最贵的高达 10 多万一部，后来 3 万
元、1 万多元不等。“我当时为了方便做生意，咬牙花了一
万三买了一部。”马兵介绍，当时普通工薪阶层的月薪大约
不到 100 元，“大哥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奢
侈品。“不过，‘大哥大’带着虽然风光，但是电池不耐用，信
号也不好。”马兵说：“有时候正说到关键问题，没信号了，
真让人头疼。”

与“大哥大”几乎同时流行起来的，是 BP 机（寻呼机），
人们通过寻呼台将信息发送到对方的寻呼机上，对方收到
信息给发信人回电话。“我这是汉显的！”成为当时人们最
热衷的炫耀方式。

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收入
的增加，手机已经彻底完成了从“贵族”到“平民”的转变，
由一种奢侈品演变为现代人的日常必需品。

据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发布的统计信息，今年 3 月，我
区电信业务收入 56.88 亿元，电话用户总数 3146.74 万户，
固 定 电 话 用 户 总 数 231.63 万 户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总 数
2915.11 万户，电话普及率 125.31%，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
63.25%。

如今，手机正在成为我们身边最无法离开的物品。除
了打电话、发短信，手机承载着越来越多的功能：视频聊
天、拍照、导航、阅读、看电影、玩游戏、理财、购物、打车、就
餐⋯⋯原本是互联网的一些功能，也逐渐加载到小小的手
机上。而另一些存在于想象和科幻小说中的功能和场景，
正在慢慢变为现实，我们正经历并创造着奇迹。

上世纪 70、80 年代，书
信和电报是人们的主要通
信方式。

上世纪 80 年代邮局的电话间。

上 世 纪 90
年 代 的 BP 机 和

“大哥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