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调房要勤通风、勤打扫 夏季空调使用频繁，每隔2~3
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左右； 或者开空调时直接把窗户留条
小缝。注意室内的打扫和除尘，并定期清洁空调的过滤网和
风扇叶片等。

空调不要开一整晚 空调开太久， 容易造成环境干燥
引起咽喉、皮肤等不适。临睡前，将空调定时2~3小时后自动
关闭,将窗开条缝通气。开启睡眠/夜间模式，空调在一段时
间后便会自动提高室温，既不容易受凉，也能省点电。

风口不要对着人脸直吹 空调长时间对着脸吹， 受冷
会使得面部神经供血不足，会诱发“面瘫”。可将风口方向往
上，也利于快速降温。

空调温度不能过低 空调冷气会导致关节受冷、疼痛，
如脖子和后背僵硬、手脚冰凉麻木等，而且肠胃功能以及呼
吸系统， 也容易受到影响； 出入冷气房间， 最好要温度过
渡，如出门前先关掉空调，进门前要先把汗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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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路边广告扇为何不能拿？风扇离人多远好？空调几摄氏度适宜？

解暑利器如何用才健康？

风
扇

风扇调到中速或低速，摇头吹风，风扇距离
人最好在2米左右， 一次吹30分钟到一小时为
宜，且不要对着身体直吹。这样可以使体表受风
均匀，全身皮肤表面温度正常逐渐下降，既能清
凉降温，又能保证身体健康。

很多人喜欢在睡觉的时候吹着风扇， 而且
对着身体及头部直吹，一觉醒来，常觉得浑身酸
痛，虽然机体能自行缓解，但是长期吹风扇方式
不对，危害非常大。

用风扇的最佳方式

吹风扇的注意事项

空
调

吹空调的最佳方式

空调温度开到26℃~27℃，在空调房内放一盆水，容器
的开口越大越好，或使用加湿器，增加室内湿度。

空调房26℃~27℃， 可以使人处于最平衡的冷热状态
中，在感觉上是最舒适的。而且夏季大部分的温度在33℃
左右，将空调房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8℃最适宜。根据空
调制冷温差越小越省电的原则， 空调开26℃~27℃相对比
开24℃更省电。

空调吹久了，容易出现鼻塞、头晕、口干舌燥等不适，
我们都称为“空调病”。那么该如何预防呢？

不要直吹风扇睡觉 人体在处于睡眠状态

时，表皮血管松弛、毛孔舒张、体表温度相对变
低，如果过度吹风扇，会使得身体的血管收缩、血
液流动不畅，从而使得肌肉麻痹、肌肉酸痛等。

不要在出汗后、 洗澡后吹风扇 运动后或洗

热水澡后，血液循环加速、毛孔舒张，若直吹风扇
身体因冷热交替过激，很容易出现肩痛、头晕、流
鼻涕等症状。

风扇不要吹头部 尤其是出汗后、 刚洗完头
发时，当风扇对着头直吹时，会使得头局部温度
降低，血液流动减慢，造成整个头部血液流动不
平衡，继而引发头痛。

不要长时间吹风扇 长时间吹风扇，人体温
度会随着汗液的大量蒸发而下降， 容易引起感
冒、腹痛、腹泻等疾病。

吹空调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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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
子

扇子是中国传统的夏令必备之物。 摇扇子
是一种需要手指、 腕和局部关节肌肉协调配合
的上肢运动，可以使肩关节得到锻炼，加强肩关
节肌肉韧带的力量和协调性。 摇扇可以根据气
候变化情况和自身状况控制风速快慢和风量大
小，相比于电风扇、空调的风速冷而集中，更适
合体弱者和老人。

扇子的材料也多种多样，有绢扇、纸扇、木
扇、羽扇、象牙扇、芭蕉扇、葵扇以及竹编、蒲编、
麦秆编扇等， 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挑选即
可。不过路边发的广告扇，千万不能用。

银耳加一物
可降火润肺
滋补养颜

银耳， 也叫白木耳、雪
耳等，属于真菌类银耳科银
耳属 。在中医看来 ，银耳性
质平和 ，味甘 ，有 “润肺生
津、滋阴养胃、益气安神，降
火止咳 、强心健脑 、美容嫩
肤 ”之功效 ，特别适合夏季
食用 。现代医学发现 ，银耳
营养成分相当丰富，其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 、 碳水化合
物 、维生素 、微量元素等营
养成分。 在人体必需的8种
氨基酸中，银耳就有7种。银

耳还是一种 “药食同源”的
食材 ，对于很多疾病 ，银耳
也有不俗的改善作用。银耳
有润肠通便的功效，“肺热”
或容易肠燥便秘的人，就可
以多吃点银耳。 研究表明，
银耳还能增强慢性支气管
炎患者痰液中溶菌酶的活
力，提高人体对外界致病因
子的抵抗力。银耳对于改善
夏季虚热口渴、 食欲不振、
津少口渴 、病后体虚 、气短
乏力等病症也有一定功效。

一看： 优质银耳较干
燥 ，色泽洁白 ，肉厚 ，花朵
完整，有圆形伞盖，直径一
般＞3㎝， 没有蒂头也不含
杂质。 银耳干品的正常颜
色为金黄色， 干银耳如果
呈白色就是用硫磺漂白过
的， 新鲜或泡发后的银耳
才是白色。

二摸： 好的银耳质地
脆 ，晒得干 ，容易放 ，重量

轻。 泡发后， 用手轻轻一
碰，银耳小朵就能掰掉，不
好的银耳是扯不断的。

三闻： 银耳原本味道
有淡淡菌香味， 用硫磺熏
过的银耳有刺鼻的硫 磺
味。

四尝： 优质的干银耳
放在嘴里嚼， 有股淡淡的
甜味。 用硫磺熏过的有辛
辣味，不能吃。 本报综合

做法

贴士

用于防暑降温
银耳+冰糖

准备银耳10g、冰糖30g，
将银耳洗净发泡， 与冰糖
一同放入砂锅内， 加水熬
煮成汤。 吃之前放入冰箱
内冰一下更解暑。

用于滋阴补液
银耳+石斛

取银耳10g， 石斛20g，
先将银耳泡发、洗净，再与
石斛加水炖服 ， 每天吃1
次，有滋阴补液的作用。

用于镇静安眠
银耳+酸枣仁
取银耳 15g洗净泡发

后， 再与酸枣仁20g一同用
布包扎，放入砂锅内。再放
入25g冰糖，加水煮熬成汤。
吃的时候扔掉枣仁即可。

用于润肺止咳
银耳+雪梨

银耳6g，雪梨1个，冰糖
15g。银耳泡发后炖至汤稠，雪
梨去皮核， 切片后加入煮熟，
最后加入冰糖搅匀即可。

广告扇不能随便用

挑银耳的诀窍，记住“1234”

1

印刷广告扇的油墨中一般含有一些有毒物
质，如：油墨中的某些金属含量、芳香烃溶剂、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等。因此不建议随意使
用路边发的广告扇， 还是用其他材料的扇子更
为健康。 本报综合

广告扇子材料多为PP新料和A级再生料，
一般较为安全，不会对人体产生毒害作用。但是
为了降低材料成本，市场上很多不法商家，会采
用多次回收料来制作扇子（如PP废弃料、玩具
垃圾料、生活废料、医用注射器等材料来源），清
洁性很差，有些还含有化学有毒有害物质，会影
响人体的健康，特别是儿童不宜长期触碰。

材料来源有害

2 印刷油墨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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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同时制作这7名企业家的电
视宣传片，大会现场循环播放，让优秀
企业家脸上有光，干劲更足。

今年，高邮市将“企业家发展”主
题日活动升级为“向企业家报告、听企
业家意见、请企业家评议”系列活动：
高邮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向企业家
汇报一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
就， 感谢企业家为高邮发展作出的贡
献， 并邀请企业家对各部门的服务质
量打分。

在召开会议之前， 高邮市四套班
子成员逐一走访规上企业， 听取企业
意见，在此基础上，梳理出意见412条，
并按照人大代表建议、 政协委员提案
办理的流程和要求，交由各部门处理。

现在， 高邮企业发展的信心更足
了，主动谋划上市、产学研结合的企业
明显多了起来。

创新思路解决民生问题 机
关单位三千余停车位对外开放

民生改善是大事， 财力不足是难
事。如何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在少花
钱、花小钱甚至不花钱的情况下，提高
民生工作满意度？

对于群众在市长热线反映的问
题，高邮市实行涉及部门主要负责人、
分管领导、主要领导三级把关。近两年
来，21000多件民生诉求得到负责的答
复。

“办理好上网回复之前，部门（乡
镇）一把手要签字。我们对答复的措辞
和态度有要求， 一些问题不符合规定
虽不能解决，但必须详细解释，至少答
复态度要让群众满意。”勾凤诚说，“分
管领导参与进来， 从全局考虑更容易
明确责任，此外可以举一反三，共性问

题从制度性层面来解决。”
从去年开始，高邮市执行一项重

大便民举措 ，机关单位停车位 、厕所
和学校操场错时对外开放。 白天，居
民上街如遇内急，可就近使用机关单
位的厕所 ；晚上 ，居民可将车停在机
关大院内，可到机关大院、学校操场散
步。

这项举措刚开始推行时， 因带来
了管理难度， 遇到不小阻力。 高邮市
委、市政府没有退缩，而是积极采取配
套措施防范风险。 如学校操场晚上对
外开放时，为了保证学生安全、校园安
静，单独设置通向校外的门；如主动设
置指示牌，方便群众停车和如厕等。

据统计， 高邮市级机关共有3376
个停车位、505座厕所， 城乡学校有48
个操场，对外开放，大大缓解了群众锻
炼难、停车难、如厕难的矛盾。

激发干事创业活力 引领高质量发展

（上接1版）

常态长效，小区设立“厨余垃
圾”回收点

噪音、油烟扰民，社区居民多有类
似投诉。邗江区相关社区不断探索提升

小区管理质态，竹西街道月明苑小区正
在打造“厨余垃圾”回收点，起了一个很
有创意的名字———“厨余饭后”。竹西社
区居委会主任汪婕介绍，社区与第三方
专业分拣机构合作打造，“厨余饭后”建
成投运后，每天营业两个小时，分别是

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晚上六点半到
七点半， 正是老百姓吃饭后的时间，他
们可以将家里剩饭剩菜送过来，不用乱
倒乱丢了。

在月明苑小区， 除了正在打造的
“厨余垃圾”回收点，还有“再生资源兑
换超市”， 市民可以将家里废弃物品拿
来，兑换生活用品，不仅垃圾变废为宝，
同时宣传了生态环保理念。

百姓诉求无小事 做细做实

（上接1版）“这次捐赠的家书复印件，我
父亲生前一直珍藏着，是朱自清的妹妹
朱玉华于1979年写给朱自清的弟弟朱
物华的，信中有着浓浓的亲情，因为是
周蓉生母亲亲笔写的，赠给周蓉生很有
意义。”朱小涛说。

同时，朱小涛还赠送了一套《朱自
清全集》精装版、一本《朱自清散文》线
装书、一副对联、一件南京云锦，还有一

本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朱自清》相册，
相册里面既有朱自清生前工作、生活的
场景，也有以照片形式呈现的朱自清著
作等。

朱小涛表示，这些礼物全是有“故
事”的。比如对联是朱自清生前友人的
后人、著名书法家马亦钊写的，云锦则
是因为周蓉生母亲一家曾在南京生活
过，以此纪念那段美好时光。

江苏扬州也将在今年推出一系列
活动纪念朱自清先生。 韩丰介绍说，作
为扬州文化博览城建设的重点项目之
一， 朱自清故居提升工程正在进行中，
预计11月新开放后将把近几年新征集
到的珍贵资料和老物件也充实到展览
中，其中朱小涛获赠的如意也可能一并
出展。

“既是亲情交流，也是文化交流。亲
情是割不断的，希望通过朱自清先生这
条纽带，两岸未来也有更多、更深入的
文化交流。”韩丰说。

海峡两岸朱自清后人互赠“家礼”

（上接1版）这就需要通讯技术人员跟着
它不断地跑，才能为扬州人提供一个好
的网络环境。”朱乃豪说，1998年扬州手
机用户仅5.7万， 随着2002年扬州GPRS
商用 ，2005年手机用户超过了100万 ，
2008年手机用户超过了200万 ；2009年
3G牌照发放，2013年4G牌照发放，2016
年扬州实现4G网络全覆盖，2018年实现
用户超过320万……

回望扬州通信发展“时间表”，朱乃
豪这一代通信人踩着时代节拍，用精湛
的技术和无数日夜的默默付出，推动扬
州通信阔步向前。

创新：让信息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过去20年间，扬州地面上平均每天
竖起两座地面基站，支撑着用户基数的
几何级数攀升，每天250万GB的数据流
量牵连的是手机里人与人温暖的问候，
或是APP里一场精彩的直播。 今天，便
捷的信息服务已悄然渗透到每个人的
生活里。

“过去我们出门，带钱包、带钥匙；
进入移动通信时代以后，我们出门要带

手机、带钱包、带钥匙；而进入信息化时
代后， 我们出门只要带手机就可以了。
通信的公共基础设施属性越来越明显
了 ，它就跟水 、电一样 ，属于生活必需
品。”朱乃豪说。

日积跬步，方至千里，今天的便捷
离不开昨天的努力。2010年， 扬州地区
网络投诉一直居高不下，朱乃豪迎难而
上，查找原因后发现，主要是因为TD建
设和运营等主客观因素带来问题。他立
即行动起来，在网络维护优化工作中建
立定期走访机制，每周至少一次走访营
业厅等窗口部门，了解营业员、投诉处
理员、客户经理等的情况反映。了解问
题后，他创新思路，带领优化团队全面
系统分析症结， 及时加强投诉处理力
量，特别是关注基础维护管理，开展室
内分布系统整治、城区质量提升及解决
热点弱覆盖等专项工作。

短短两个月时间，扬州地区网络投
诉下降了12.39%，基础通信类投诉每万

户占比在全省排名上升两位。

援外：全力进行网络维护对口支援

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
深刻影响了世界，高速发展的中国通信
行业令全球瞩目。2009年， 朱乃豪作为
江苏移动技术专家， 被选派赴巴基斯
坦，为当地CMPak公司提供网络维护对
口支援。

赴巴之旅并不轻松。除了要克服语
言、文化的差异，还得考虑当时动荡时
局下的安全问题。不过，朱乃豪最担心
的还是手头的工作。他在当时的日记里
写道：“过去两周局势十分糟糕，子弹都
打进了驻地的客厅，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基站运行，我能做的只有尽快在当地培
养出网络维护团队”。

九个月的援巴工作，朱乃豪将自己
带去的专业书籍、 工作笔记翻译成英
文，制作成PPT，对巴方骨干技术人员进
行高层次培训，被当地人称为“来自中

国的MBA”。他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当
地网络覆盖、信号提优工程做出了最大
的努力。

传承：模范带头带出“创新团队”

2016年，以朱乃豪名字命名的“劳
模创新工作室” 在扬州移动公司创立。
朱乃豪将他的踏实务实，传递到了工作
室每一位成员身上，实现了从“科技达
人”模范带头到“创新团队”人人争先的
转变。工作室成员21人，平均年龄32岁，
全部来自班组生产、技术一线，凝聚了
一批批技术精英，是我市开展网络创新
工作的坚实阵地。

2016年，工作室提出“通过滴灌多
层覆盖方式实现大话务保障” 技术方
案，运用到扬州众多重大活动通信保障
中———在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烟
花三月” 国际经贸旅游节等活动中，都
可以见到朱乃豪团队忙碌的身影。

平凡岗位也能创造傲人成绩。“朱

乃豪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以来共获得
创新成果9项、成果转化4项、实用新型
专利4项，获得国家级荣誉2个、省部级
荣誉7个、地市级荣誉9个。

“团队不仅要技术过硬，还要有实
战侦查能力。”朱乃豪说，一直以来，团
队将日常演习中的点子整合，利用最新
科技形成行之有效的方案破获伪基站
诈骗，截至目前累计侦查到伪基站信号
25次，协助公安部门“人赃并获”11次，
切实维护了公共通信秩序和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

在朱乃豪的带领下，经过一年多的
共同学习、共同工作、互相帮扶，工作室
涌现出一批批新的劳模和团队领军人
物。他们在各自领域成为技术上的“领
头羊”、劳模精神的“传道者”。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现在中
国已拥有世界最大互联网用户数。截至
目前，扬州软件和互联网产业年产值突
破1000亿元，运算能力全国前五的互联

网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中心相继落成，阿
里、京东、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纷至
沓来。

人物点评

信息化时代“追梦人”

在扬州通信行业，朱乃豪是位“牛
人”。“牛”在哪里？“牛”在高超的通信技
术和创新能力。工作20年来，他从一名
普通技术工人成长为通信行业的技术

带头人。为了跟上时代的节拍，朱乃豪
积极进取、刻苦钻研，不断进行技术创
新，在工作中实现着自我价值，为扬州
通信快速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传呼机到手机， 从2G到即将迎
来的5G， 以朱乃豪为代表的这一代通
信人， 用精湛的技术和辛勤的付出，为
扬州人民的网络覆盖、信号提优工程做
出了极大努力。他还让中国通信技术走
出国门，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如今，扬
州城市信息化建设正朝着 “智慧城市”
快速迈进，朱乃豪和他的团队在追梦之
路上不断前行。

改革开放40年 见证通信大发展

炎炎夏日，扇子、风扇、空调都成了“解暑”利器，但是这些东西怎么使用才是健康的

呢？为什么不能拿路边发的广告扇子？风扇不能吹哪些部位？空调在什么温度最健康、最

省电？听听专家怎么说。

资料图片

盛夏酷暑，烈日炎炎，人总是感到困倦烦躁、闷
热不安、吃东西没胃口，连皮肤也状况百出，该怎么
缓解呢？其实，试试这个滋补又美颜的食物就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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