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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养生语】
阴朱小生渊市总工会冤

音 叶巳时养生曳院渊09要11 点冤野巳时养生重养脾袁脾
经当令胃表里曰辰时胃腑纳水谷袁巳时运化脾为主曰谏议
之官知周出袁位居中央属性土曰脾喜黄色味喜甘袁温平之
食怕湿寒曰脾字从肉又从卑袁丫鬟不可不作为曰功能之一
主肌肉袁无氧有氧勤忙碌曰既主运化又统血袁服务心肺不
怠倦曰思虑过度脾易虚袁体胖舌厚边印锯遥 冶

音 叶午时养生曳院渊11要13 点冤野午时心经最旺盛袁心
气推动血液行曰心经脉为手少阴袁阳消阴长未时临曰心主
血脉与乐喜袁君主之官藏神明曰在志为喜虚会悲袁心气充
足思虑敏曰气血虚亏易失眠袁多梦健忘躁不宁曰午餐清淡
红为主袁适当苦味少辣辛曰此时天地气机转袁阳盛多耗宜
安静曰午休小憇滋养阴袁精力充沛脑清醒遥 冶

音 叶未时养生曳院渊13要15 点冤野小肠经值是未时袁早
饭饱好宜先知曰未时阳降阴始升袁按揉小肠贵有恒曰准时
用餐莫推迟袁均衡饮食要坚持曰受盛之官化物出袁泌别精
微清与浊曰小肠就像征税员袁依规收取竭力管曰小肠经属
手太阳袁摆臂按摩吸收强曰颧骨两颊长蝶斑袁气血淤滞微
循环曰腹若垂囊肚子鼓袁吸收运送皆受阻曰化妆去斑只治
表袁内外兼治重内调曰运动又吃益生菌袁除斑去鼓显青
春遥 冶

荫避开点火源袁不在厨房等
有明火尧 高温设备的地方使用袁
喷酒精时不抽烟

荫避免在相对密闭的较小
空间内大量使用袁防止形成高浓
度的酒精蒸汽

荫不宜大量存放袁放置时要
避免靠近灶台尧 暖气等热源袁也
要避免阳光直射

疫情防控期间袁不少家庭使
用酒精进行居家消毒遥 日前袁网
络上武汉某小区使用高浓度酒

精室内消毒引发
火灾袁 事后被辟
谣遥 使用 75%的
医用酒精消毒究
竟会不会引起火
灾袁 应该如何正
确使用钥

日前袁 应急
管理部消防救援
局官方微信公众
号野中国消防冶发
布文章袁 用实验
结果对这一问题
进行解答院 家庭
少量使用医用酒
精喷洒消毒袁发
生火灾可能性不
大袁 但仍需注意
安全遥

实 验 使 用 家 庭 常 用 喷 洒
75%酒精的工具袁包括花露水瓶
渊喷洒量小冤尧 小喷壶 渊喷洒量
中冤和气压式喷壶渊喷洒量大冤袁
分别用电点火棒和明火进行点
燃袁结果表明院当酒精喷洒量较
大时袁遇明火可发生爆燃袁其他
情况不能引起燃烧和爆炸遥 实
验表明袁 引燃酒精蒸汽需同时
具备两个条件院 一是相对密闭
的环境袁或具有较高酒精浓度曰
二是较大的点火能量或较高的

温度遥
从实验来看袁家庭使用 75%

的医用酒精消毒袁当建筑物室内
有较大空间袁并有开窗条件情况
下袁少量喷洒在墙壁尧门把手尧地
面尧鞋底时袁酒精蒸汽容易扩散
到室内整个空间袁 蒸汽浓度低袁
只要避开点火源袁发生火灾可能
性不大遥

但文章也指出袁仍存在少数
情况袁比如大量喷洒自身尧买大
桶医用酒精拖地或使用大喷壶
在相对密闭的小空间进行反复
多次喷洒等袁 会形成较高酒精
浓度袁 遇到明火或其他高能量
的点火源时袁 可以形成火灾或
爆炸遥

因此袁使用 75%的医用酒精
进行消毒袁既不可轻信谣传的危
险性袁 也不要盲目大量喷洒袁科
学合理使用是可行的遥文章给出
建议院一是避开点火源袁不在厨
房等有明火尧高温设备的地方进
行酒精消毒袁不在喷洒酒精的同
时抽烟曰二是避免在相对密闭的
较小空间内大量使用袁防止形成
高浓度的酒精蒸汽袁从而引发火
灾或爆炸曰 三是不宜大量存放袁
放置时要避免靠近灶台尧暖气等
热源袁也要避免阳光直射遥

丁怡婷 倪 弋

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还在
持续袁许多人都减少外出袁实施居家自我
隔离遥 网络上关于预防病毒的各种方法也
流传开来袁比如院喝板蓝根尧熏醋消毒曰吃
点维生素抗病毒曰 家中没有医用口罩袁便
把普通口罩多戴几层增加防护曰用盐水漱
口预防病毒噎噎这些方法真能预防新型
冠状病毒吗钥 北京市疾控中心总结出关于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 8 个误区袁快来看看
你中招了没浴

音喝板蓝根和熏醋不能预防新型冠
状病毒 板蓝根适用于风热感冒等热性疾
病的治疗袁对冠状病毒是无效的曰熏醋所
含醋酸本身浓度很低袁达不到消毒效果遥

音室内用食用醋不能杀灭新型冠状
病毒 食用醋所含醋酸浓度很低袁 达不到
消毒效果袁同时易对人的眼睛和呼吸道造
成刺激遥

音吃磷酸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没
用 虽然磷酸奥司他韦等是抗病毒药物袁
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其能够预防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遥

音吃抗生素不能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原体是
病毒袁而抗生素针对的是细菌遥 如以预防
为目的袁错误使用抗生素会增强病原体的
耐药性遥

音吃维生素 C 不能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 维生素 C 可帮助机体维持正常免
疫功能袁但不能增强免疫力袁也没有抗病
毒的作用遥 疾病治疗过程中袁摄入维生素
C 通常只是辅助性治疗手段遥

音戴多层口罩不能起到更好的防病
毒效果 戴一个口罩就可以了袁 戴上三四
个口罩会使人喘不过气来袁因为空气无法
从正面进入鼻腔袁只能从侧面进入袁反而
起不到防护效果遥 另外袁 不一定非要戴
N95 口罩袁普通一次性医用口罩也可以阻
挡飞沫传播遥

音接种流感疫苗不能减少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几率 流感疫苗主要是预防流感
的袁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无预防作用遥 所以接种了流感
疫苗仍可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袁也可能出现严重症状遥

音盐水漱口不能杀死新型冠状病毒 盐水漱口有利
于清洁口腔和咽喉袁对于咽喉炎有帮助遥但是袁新型冠状
病毒侵犯的部位在呼吸道袁 漱口没有办法清洁呼吸道遥
目前尚无任何研究结果提示盐水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杀
灭作用遥 李洁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日前印发叶不同人群预防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口罩选择和使用技
术指引曳袁 在保障公众健康的前
提下袁正确保存尧消毒可适当延
长口罩使用时间和使用次数遥

指引将不同人群对新型冠
状病毒环境污染的暴露风险划
分为高风险尧较高风险尧中等风
险尧 较低风险和低风险五个等
级遥

根据指引袁普通民众处于超
市尧商场尧交通工具尧电梯等人员
密集区袁室内办公环境袁托幼机
构尧学校袁医疗机构渊除发热门
诊冤等场所时袁都属于较低风险
暴露人员袁建议佩戴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渊儿童选用性能相当产
品冤遥

民众在居家尧通风良好和人
员密度低的室内外场所活动时袁
则属于低风险暴露人员袁可不佩
戴口罩遥 非医用口罩袁如棉纱尧活
性炭和海绵等口罩具有一定防
护效果袁也有降低咳嗽尧喷嚏和
说话等产生的飞沫播散的作用袁
可视情选用遥

那么袁口罩在什么情况下需
要更换钥

指引明确袁医用标准的防护
口罩均有使用期限袁口罩专人专
用袁人员间不能交叉使用遥 高风

险人员在结束工作尧 中途进餐
渊饮水冤尧 入厕等脱下防护装置
后袁重新进入需更换曰口罩被患
者血液尧呼吸道/鼻腔分泌物袁以
及其他体液污染要立即更换曰较
高风险人员在接诊高度疑似患
者后需更换遥

其他风险类别暴露人员佩
戴的口罩可反复多次使用遥 口罩
佩戴前按规程洗手袁佩戴时避免
接触口罩内侧遥 口罩脏污尧变形尧
损坏尧有异味时需及时更换遥

使用过的口罩又该如何正
确保存尧清洗和消毒钥

指引建议袁如需再次使用的
口罩袁可悬挂在洁净尧干燥通风
处袁或将其放置在清洁尧透气的
纸袋中遥 口罩需单独存放袁避免
彼此接触袁 并标识口罩使用人
员遥

医用标准防护口罩不能清
洗袁也不可使用消毒剂尧加热等
方法进行消毒曰自吸过滤式呼吸
器渊全面型或半面型冤和动力送
风过滤式呼吸器的清洗参照说
明书进行曰 棉纱口罩可清洗消
毒袁其他非医用口罩按说明书处
理遥 温竞华 王秉阳

如何使用酒精居家消毒

正确保存、消毒
可延长口罩使用时间和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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