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购·保健
2019 年 4 月 13 日 星期六

本版责任编辑：
韩风

编辑：
李红莉

E-mail：
fxrbzm＠163.com

06

帮 你

顽固污渍难清除？
且看我的
“蒸”功夫

解密

“她消费”为何举足轻重？
近日，有咨询机构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洞
察系列报告显示，中国近 4 亿 20 岁至 60 岁
的女性消费者每年掌控着高达 10 万亿元的
消费支出。当前，经济上更加独立的女性消
费者越来越多地掌管起家庭支出的经济大
权，成为家庭的
“采购总管”。
虽说自从“她经济”成为 2007 年教育部
公布的 171 个汉语新词之一后，
“ 女性群体
购买力强”已经得到市场的普遍认可。但在
大多数人眼中，女性能够占主导地位的，主
要还是与其个人需求相关度较高的日常消
费品行业。但通过报告不难发现，
“她经济”
的影响范围正逐步扩大，从“决定自己买什
么”走向了
“决定我家买什么”。
这种转变是由什么因素带来的？一方
面，很多通过工作获得经济独立的女性共同
承担着家庭的开支。经济实力的提高使得

如果一说到“蒸”功夫，你就想到“吃”，那真是太没出息、太小
看“蒸”的作用了。实际上，
“ 蒸”不仅仅是烹饪家电的拿手好戏，
如今更是成为各种清洁类家电的新式利器。利用蒸汽所带来的
加热清洁效应，顽固污渍很难有藏身之地。家里卫生搞得好不
好，
就全看清洁家电的
“蒸”功夫了。

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更加多元，很多人
心目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角色定位已
经悄然发生转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
提高。面临消费决策时，双方也处于一个更
为平等的沟通状态。较之传统模式，女性在
家庭中就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能够更加主
动地表达自己的消费意向。
另一方面，女性日趋理性的消费观念也
为自己获得了更多认可。每当谈及
“她消费”
的特点，
很多人的脑海中会自动浮现出
“冲动
消费”
“享乐”
“华而不实”等让人“望而却步”
的词汇。但现实并非如此，
根据调查，
面对互
联网消费信贷产品、
透支消费和名牌消费等，
女性消费者表现得要比男性更为理性务实。
成熟理性的消费观念再加上对消费热点的把
握，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她消费”能够发挥举
足轻重的作用了。
（来源 新华网）

给 你

支招

银行卡空卡一直不用，
也没注销，
最后会怎么样？

代表。机身里面有小水箱，可以迅速加热，通过
高压喷出雾状蒸汽。跟蒸汽拖把异曲同工的是，
拖把是家中最常用的清洁工具，通常家里搞 蒸汽清洁机在刷头部位配合高温蒸汽的作用，可
卫生的时候，先用扫把或者吸尘器清扫一遍地 以强力去除灶台等部位上的顽固污垢。
面，然后再用拖把把全屋拖干净。但有一些顽固
当然，蒸汽高温同样可以杀菌除螨，清扫过
污渍特别难清理，尤其是厨房角落这些地方，粉 后，不光是污渍，就连各种微生物都一扫而光
尘往往会与空气中的油烟巴结在一起，顽固不 ——只不过，有一些不耐高温、不能碰水的材质
化，非常难清理。一般拖把很难彻底清除干净， 需要特别小心，比如羊毛类的地毯或者材质比
或者要花费很大力气。
较疏松容易吸潮的木地板，并不适合使用蒸汽
而利用蒸汽的高温，不断渗透、软化等作用， 清洁机。
可以很快化解清除油污类的顽固污渍。在前不
蒸汽吸尘器
久结束的家博会上，来自美国的清洁家电品牌
Shark（鲨客）亮相了“拖把新物种”——蒸汽除菌
当蒸汽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清洁家电之后，
拖把，15 秒钟快速喷出 120℃高温超大蒸汽量，相 清洁家电当中的主力军——吸尘器顺理成章地
当于给地板做了一次蒸汽 SPA 护理，三挡蒸汽调 变成了“蒸汽吸尘器”，以飞利浦、美的、LG、凯驰
节可以应对不同材质的地板。
等蒸汽吸尘器为代表。实际上就是在吸尘清洁
蒸汽拖把不光可以拖地，还能够转换为手持 的过程中添加了释放高温蒸汽的过程，配合吸尘
模式，就像电熨斗熨衣服那样，强力蒸汽集中到 器刷头上的清洁抹布，把扫地吸尘、蒸汽除垢和
一点喷出去，把厨房灶台“烫”个遍，去除油污类 拖地清洁三大流程一气呵成。
顽固污渍。使用过后，蒸汽很快消散，即拖即干，
同理，蒸汽吸尘器的高温效果能减少细菌、
不留水渍，拖把双面可以翻转使用。
螨虫的滋生，让清洁过后更健康。某些不宜蒸汽
令人欣喜的是，高温还带来另一个效果：除 清洁的地板、地毯等自然也不适用。
菌，可以有效地清除 99.99%的细菌以及螨虫。
清洁家电有了“蒸”功夫，家庭搞卫生变得更
有效率，除了减轻劳动强度之外，还减少了各种
蒸汽清洁机
清洁洗涤剂的使用量。从这个角度看，
“蒸”功夫
蒸汽拖把如果再向上升级，可以变成蒸汽清 还更环保呢。
洁机，以德国凯驰以及 Shark 鲨客蒸汽清洁机为
（来源 羊城晚报）

蒸汽拖把

很多人名下有多张信用卡和储蓄卡，
总有
那么一两张是不用的，
不用的卡往往丢一边就
不管了，
这么做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
是储蓄卡还好，
如果是信用卡麻烦就大了。
1、储蓄卡
根据最新规定，
每个人每个银行
第一张储蓄卡都是可以免除年费和
管理费的，也就是说，你在某个银行
如果只有一张储蓄卡的话，
里面如果
没有钱了，即便你不用，把它丢到一
边去，也是不会产生任何费用的，直
到这张卡有效期到期自动注销。如果
你在这个银行不仅仅有一张储蓄卡，
第二
张储蓄卡的年费和管理费是不能免除的，如
果你不用的话，你的储蓄卡账户就会持续产
生年费，时间再久一点，就会变成睡眠账户，
最后银行会把这样的账户注销掉，注销之后
的银行卡所欠的年费也会一笔勾销，直接消

除掉，
所以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负面作用。
2、
信用卡
如果是信用卡不用了，就要小心了。很
多人在办信用卡的时候，可能都听业务员说
信用卡是免年费的，实际上免费都有一定的
条件，那就是要求持卡人要在一年内消费够
一定的金额或者指定的笔数才可以免年费，
否则就会收取年费。信用卡不用了，又不去
注销，最后时间长了年费会滚入到账单里
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欠的钱会越来越多，造
成逾期，最后个人征信上面会留下不良记
录，影响自己贷款买房买车。
所以，如果是储蓄卡的话，不用之后放
到一边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信用卡就一
定要小心了，信用卡不用一定要记得打电话
到银行把信用卡注销了，否则给自己信用记
录带来不良影响，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来源 新浪网）

保健周刊

健康知识

晚上九点泡脚最护肾
睡前泡脚是一个不错的生活习
惯，能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缓解一
天的疲劳，但要讲究时间。在晚上 9
点到 11 点这个时间段用温水泡一下
脚最合适，这样能够把我们的精神吸
引到下肢，精神对气血有引领的作
用，
精神集中于下则气血也下行。
人体的肾经是起于足下的，温水
泡脚以后对肾经起到温养的作用，对
肾经是一种良性的刺激，肾经自然也
会对肾脏形成好的作用。因此虽然
没有对肾脏采取什么措施，通过经络
也能起到补肾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泡脚的水温一定
要适度，不能过热或过凉。如果水温
过热，因为热性宣散，不但不能帮助
肾脏收藏，反而使人更加兴奋，这样
就加大了肾精的消耗；如果水过凉，
寒性凝闭，会导致经脉闭塞不通，并
且寒气会顺着经络入腹，其危害也是
不言而喻的。

春天为啥易睡不好 发脾气？
几场春雨之后，
草木全绿了，
一派欣欣
向荣、阳气升发之气。中医认为，
“肝者，
通
于春气”，春季是养肝保健的好时机，需顺
应其向上、向外、舒展等季节规律，在生活
上不宜与其相悖，
否则就会伤肝。
A、春天为啥易睡不好、
发脾气？
《黄帝内经》称，
肝主春。春季属木，
肝
脏亦属木，木气旺，正像树枝要伸展，有一
种生长的焦躁。一旦肝的气机稍有不顺，
立刻郁而化怒，
怒而生火。爱发脾气，
也是
肝火旺的表现。而春季肝阳亢盛，肝中阴
血不足，无法收敛阳气。飘散于外的阳气
难入于阴，神魂不安，自然夜卧不佳。所
以，
春天也是很多人出现睡眠障碍的季节。
B、肝气畅达不压抑，
春天养肝四要点
《黄帝内经》说：
“ 春三月，天地俱生，
万物以荣。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
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
肝 ……”这 是 中 医 在 春 季 养 肝 的 重 要 原
则。简单一点说，按照自然规律，大地回
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阳气上升”之

象。这种季节和气候特点，与肝主疏泄、
喜欢伸展条达，喜欢向上向外，不喜欢受
压抑的特点是一致的。如果违背了这个
自然规律，就会伤肝。专家特别从生活的
四个方面提醒大众养肝的要点：
情志——多鼓励，
少批评
肝主疏泄，在志为怒，恶抑郁而喜调
达。要顺应春阳生发舒张的特点，使情志
保持积极乐观、豁达大度、生机盎然的状
态，古人认为，在春天要少发脾气、多鼓励
少批评惩罚，以保持愉悦的情绪、乐观的
心态。避免剧烈的情绪波动，伤及肝气，
以防暴怒伤肝。
活动——多外出，
少闭门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
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
以使志生。”古人说得十分清楚，春季就是
活动起来，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要此时踏青
春游的道理。万紫千红总是春，明媚的春
光，娇艳的花朵，在这样的美景里走一走，
拍一拍照，娱乐身心，浑身舒畅，哪里还会

肝气郁结呢？
起居——多休息、少熬夜
春季要注意休息，尤其要保证睡眠时
间，充足的睡眠才可润养肝脏阴血，使肝
主 疏 泄 的 功 能 正 常 ，气 机 通 畅 、气 血 调
和。同时为了有助于阳气升发，春季宜夜
卧早起，起床后穿上宽松舒适的衣服，在
庭院或场地上舒展形体、信步慢行。
饮食——多辛甘、少酸泻
在春季宜食辛甘发散之品，不宜食酸
收之味。食辛甘发散之品可顺应肝气之
生发，有利于调护阳气，如葱、韭菜、香菜、
薄荷、豆芽、荠菜、花生、枸杞子等。
由于春季肝旺容易克脾土（木克土），
“当春之时，食味宜减酸宜甘，以养脾气，
饮酒不宜过多，不可多食，致伤脾胃，难以
消化。”所以，应遵从“省酸增甘”的原则，
少食酸味食品，多吃一些甘味食物以培补
脾土，如春笋、芦笋、大枣、薏苡仁、山药、
扁豆、茯苓等。
（来源 羊城晚报）

（来源 健康养生）

心衰患者控制饮水
不少心衰患者经常觉得口渴，以
为是自己体内缺水了，于是大量喝
水，结果导致病情加重。这种口渴是
心衰带来的一种假象。
心 衰 患 者 要 控 制 摄 水 量 ，管 住
自己的嘴就等于救了自己的命。慢
性心衰患者可将液体摄入量控制在
每天 1500~2000 毫升；急性心衰发作
应更严格，尤其是肺淤血、体循环淤
血明显者，无明显低血容量因素，宜
将每天摄入液体量控制在 1500 毫升
左右。
要 强 调 的 是 ，总 液 体 量 ≠ 饮 水
量，总液体量应包括所有经口进入的
食物水分、饮用水以及静脉输液量，
累计 24 小时。例如，水果、蔬菜等折
算成重量的 90%，粮食、鱼肉等折算
成 重 量 的 80% ，干 果 折 算 成 重 量 的
70%。病人喝水时，需少量分次，如
每小时饮一口水（成人一口水为 30~
50 毫升）。要避免短时间内大量进
水，如一次性大量饮用茶水等。患者
日常可以使用量杯、电子秤等工具量
化液体摄入量。
（来源 快乐老人报）

营养“识”堂
讨厌萝卜味？

它可具有多种功能
“头戴翡翠冠，外披彩霞衣，身如洁
白玉，根是人参须。”这根萝卜并不像这
道谜语里如此雍容华贵，反而非常的接
地气，
是人们餐桌上的家常便饭。
萝卜的品种较多，主要有胡萝卜、
青萝卜、白萝卜和水萝卜等。
俗语常说：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
医生开药方”。萝卜具有丰富的营养成
分，对人体具有诸多益处。
萝卜水分多，能量低，含有硫胺素、
核黄素、维生素 B6，叶酸，烟酸，维生素
C 等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 C 和叶酸
含量较高，含有钙、磷、钾、钠、铁、锌、硒
等多种矿物质元素。红心萝卜中红色
部分是因为其富含花青素，花青素是一
种重要的抗氧化剂，具有较强的清除自
由基的功能，降低氧化酶的活性，还具
有抗肿瘤、抗过敏等多种功能。
萝 卜 缨 是 萝 卜 的 茎 叶 ，又 叫 莱 菔
叶、莱菔菜、萝卜杆。萝卜缨不仅味道
好，而且营养价值高。
（来源 人民健康网）

养生堂

春来肝火盛 莫忘养心护脑
很多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病友都会
觉得最危险的冬天过去了，可以松一口气
了。研究表明，
心脑血管病每年有两次发病
高峰期，
一个是在秋冬季，
另一个就是春季。
外因：
气候忽冷忽热
春季气候变化多端，忽冷忽热，很容易
引起心脑血管病的急性发作。特别是原本
就有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容易出现心绞
痛发作，甚至发生心梗、脑中风等。所以民
间的“春捂秋冻”养生谚语是很有道理的。
“春捂”说的就是春季气温刚刚转暖，不宜
过早脱掉冬装，因为这时节大暖大寒，早晚
温差比较大，过早脱掉冬装，一旦气温下降
就难以适应，人体受寒以后抵抗力下降，血
压波动大，容易造成心肌耗氧指数上升，加
重心脏负荷。
血管受寒冷的刺激会发生痉挛，有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人，那些不稳定的斑块
会破裂脱落而发生心梗和脑梗。
内因：
肝旺情绪不定
除 了 外 部 因 素 ，春 季“ 心 病 ”易 发 也
有内因。中医认为，春天在五行中属木，
而人体的五脏（心肝脾肺肾）中，肝也是

属木。春气通肝，肝气旺盛升发。很多
有血压高的人，有一个共同的体质特点
—— 肝 阳 上 亢、肝 火 旺 盛 。 在 春 天 里 他
们的情绪常常很不稳定，容易发脾气，一
发脾气，血压就会增高，也就容易发生心
脑血管病。
春天保护心脑血管做足三点
健康的身体是需要主动持续养护的，
对中老年人，特别是原本就有心脑血管病
的人和高危人群来说，做好季节性的防范
工作十分重要，可以减少发病，降低疾病带
来的严重危害。春季呵护血管要注意以下
三方面：
1.不要让身体受凉，
保暖减轻心脏负荷
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及时添加和减少
衣服，宁愿多穿点，也别冻着。尤其是早晚
出门时注意保暖，戴好帽子，防止寒风入侵
体内，引起血压波动和血管痉挛，避免不稳
定斑块的破裂脱落引发心梗脑梗，也减轻
心脏负荷。
2.合理饮食，春天多吃芽类蔬菜有助
阳气升发
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在任何时

候都要管住嘴，大吃大喝随时可能引起发
病。预防心脑血管病，饮食以粗粮、蔬菜为
主，要做到低油、低盐、低脂、低糖。
春季阳气升发的季节，人体阳气顺应
自然，向上向外疏发，饮食可以食用温补
阳气、性温升散的食物，比如葱、蒜、姜、韭
菜等。豆芽、香椿、嫩笋、菠菜等芽类蔬菜
也有助阳气升发。可以多吃洋葱、西红
柿、丝瓜、茄子、木耳等，这些食物可抗动
脉硬化降脂。可食用甘味补脾的食物，像
大枣、山药等。多吃新鲜蔬果，以利于平
肝养肝。
3.保持好心情，
避免大喜大悲情绪波动
春天是肝旺之时，中医认为，肝主疏
泄，性喜调达，恶抑郁，意思是说保持心理
平衡、情绪稳定有益于心脏和血管的健康，
可降低患心脑血管病的发病概率。
千万要避免大喜大悲的情绪波动，那
样容易引起血压波动，还会导致植物神经
功能紊乱，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那
些同时合并有抑郁、焦虑状态的心脑血管
病患者更要警惕。
（来源 人民健康网）

常吃菠菜有哪些好处？
菠菜，是一种很家常的绿色蔬菜，与
其他叶菜类蔬菜一样，具有水分足、能量
低、膳食纤维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
质等营养特点。
菠菜含有多种维生素，尤以胡萝卜
素和叶酸的含量特别突出。经常吃菠菜
可以提高身体抗氧化、抗肿瘤能力、增强
免疫功能等。
菠菜也是一种高钾低钠的食物，对
防治高血压有帮助。菠菜中还含有其它
矿物质，包括钙、磷、镁、铁、锌等。
老百姓经常会说多吃菠菜有助于补
铁，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菠菜中铁的
含量不高，每 100 克中仅为 2.9 毫克。
菠菜虽好，也有自己的缺点，如菠菜
中的草酸含量较高。草酸含量较高使得
口感比较涩，也会影响钙铁等矿物质的
吸收。所以有人提出菠菜不能与豆腐等
一起吃。其实只要先把菠菜在沸水中焯
一下，大多数草酸就可以去掉，再与豆腐
等一起烹调，这样既可以享受到菠菜的
美味，
营养价值也会提高。
（来源 人民健康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