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蒜泥敷脚心治咳嗽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秋冬季的咳嗽多以外寒内热
型居多， 并且多夹杂着秋燥， 也
就是说， 多是上火在前、 受凉在
后所引起的。 将大蒜捣成蒜泥，
放在纱布上， 用胶布将纱布贴在
脚心涌泉穴即可， 贴敷2～3天即
可起到保健的作用， 适用于较轻
的咳嗽。

腊八蒜为什么会变绿？ 这是
因为在低温环境中， 大蒜中的蒜
氨酸酶开始发挥作用， 在蒜氨酸
酶的作用下出现了蓝色素 。 不
过， 由于蒜蓝素本身不太稳定，
所以一些蒜蓝素开始逐渐转变为
蒜黄素， 于是黄色素出现了。 虽
然此时的颜色看起来不太鲜亮
了， 但是并没有腐坏， 是可以正
常食用的。

腊八蒜变黄了也能吃

生活中有种性格的人常被称
为 “老好人”， 为搞好人际关系，
往往回避各种冲突， 从而习惯克
制、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喜欢生
闷气。长期隐忍、负能量堆积， 容
易导致内分泌功能紊乱、 器官功
能失调， 从而容易患上癌症。

喝酒脸红的人并不是酒量
大， 这一类人其实是出现了酒精
性脸红反应。 研究表明： 喝酒脸
红的人， 乙醛脱氢酶活性比正常
人差， 导致乙醛在体内堆积， 从
而产生活性氧。 当活性氧压力大
时， 可能影响骨头的代谢， 使骨
密度下降， 骨折风险是不易脸红
者的2.5倍。

“老好人”型性格易患癌

喝酒脸红的人易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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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消消协协提提醒醒88个个防防范范记记心心间间
春春节节消消费费品品质质优优先先

��22001199年年新新春春佳佳节节即即将将来来临临，， 各各类类年年货货、、 礼礼品品、、 餐餐饮饮、、 旅旅游游等等即即
将将迎迎来来一一年年中中的的消消费费高高峰峰。。 为为使使广广大大消消费费者者放放心心消消费费、、 欢欢度度新新春春，，
在在欢欢乐乐、、 祥祥和和、、 安安全全、、 健健康康的的环环境境中中度度过过一一个个有有品品质质的的春春节节，， 中中国国
消消费费者者协协会会结结合合节节日日特特点点，， 呼呼吁吁广广大大消消费费者者提提高高自自我我保保护护意意识识，， 正正
确确理理性性消消费费，， 依依法法维维护护个个人人合合法法权权益益。。

春节是购物消费旺季 ， 消
费 者 在 购 买 年 货 及 其 他 消 费
品时 ， 应认清商家的打折优惠
等宣传噱头， 不要相信商家绝对
化的宣传广告用语， 避免选择问
题频发、 态度恶劣、 整改效果差
的平台 。 注重对商品品质的追
求， 不盲从、 不跟风抢购廉价、
打折商品。

购买家电产品注意线上线下
以及价格的差异。 购买食品等消
费品时， 应做到通过正规商超和
平台等渠道购买感官正常的食品

或食品原料， 特别要观察是否新
鲜， 是否在保质期内， 包装是否
完好、 有无涨袋、 变质等现象。

购买熟食或需冷藏的食物时
要注意其储运条件应符合产品标
示要求。 购买后使用冰箱、 冰柜
等冷藏食品时， 应生熟分开存于
容器中或用保鲜膜包好后熟上冷
下、 分层放置。

食品需在烧熟煮透后室温下
2小时内食用， 剩余食物冷藏不
应超过24小时， 再次食用前要加
热透、 确认未变质后方可食用。

春节期间， 许多商家会通过
预付式消费吸引消费者， 内容涉
及购物 、 美容美发 、 健身 、 洗
车， 儿童教育娱乐、 共享产品和
服务等。 消费者应量力而为， 根
据自己的需要谨慎采用预付式方
式进行消费，尽量不办预付卡、储
值卡或不要存入较大的金额，消
费周期要缩短，尽快使用。应当事
先了解商家是直营店还是加盟
店。 最好签订书面合同或录音录
像， 仔细审阅合同条款， 明确适
用范围 、 期限 、 功能 、 退卡条
件， 预防其中显失公平的内容，
避免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

消费者在春节期间， 如果选
择网络在线购买商品时， 应预留
出相对宽裕的时间， 或与商家重
点确认送货时间等事项， 避免因
没有送货人员而耽误使用。 接受
在线预订酒店等服务时， 应及时
与目的地宾馆确认， 以免因信息
迟滞、 预定不成功或遇到山寨网

站等因素， 影响节日正常消费，
引发消费纠纷。

在购买火车票、 飞机票时，
警惕第三方平台的 “默认勾选”
和 “默认搭售 ” 等捆绑销售模
式。 不要随意扫描二维码， 点击
来路不明的链接， 轻易泄露银行
账号密码。

安全第一做好车况
检查

进入深冬， 又到了一年一度
的冰雪运动高峰期， 各大雪场纷
纷开门迎客。 消费者在享受冰雪
项目带来的刺激与快乐时， 应做
到： 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
合的场地， 事先了解经营场所的
营业时间 、 收费价格 、 安全措

施、 食宿条件。
按需自愿购 买 相 关 保 险 ，

避免发生意外。 租用雪上运动
装具应做好安全检查， 以免因损
坏引发纠纷或意外。 保留相关各
类消费凭证， 以备维护自身消费
权益。

春节期间， 是消费者餐饮消
费高峰期， 也是引发各类食物中
毒等问题的风险期。 外出就餐应
选择证照齐备的食品经营单位并
索要正规发票或收据， 建议选择
食品安全量化等级高的餐饮单位
就餐。 就餐后仔细核对账单， 保
留消费明细， 一旦出现不适， 请

尽快就医， 保留病历、 化验报告
等相关资料 ， 以备溯源维权之
需 。 节日餐食应尽量避免食用
“新奇” “野味” 等不常食用或
从未食用过的食物以及易导致过
敏的食品， 不要购买、 食用有关
部门明令禁止 、 来历不明的食
物， 以免发生食物中毒。

春节临近， 不少所谓的保健
品经营者， 打着岁末答谢、 感恩
回馈等幌子， 诱导中老年消费者
参加所谓的年会活动， 并借机大
肆推销经过其精心包装的 “养生
保健产品”， 在此， 中消协提醒
广大中老年消费者， 购买养生保

健 产 品 ， 应 通 过 正 规 渠 道 ，
不轻信商家所宣称的打折优惠、
年会促销等行为， 抵制蝇头小利
的诱惑 ， 多与子女或家里人沟
通， 更不要轻信商家所吹嘘的神
奇疗效和疾病康复作用， 以免上
当受骗。

春节期间是烟花爆竹等节日
消费品的消费旺季， 同时也是走
亲访友各类礼品的消费销售旺
季。 在此提醒消费者， 燃放烟花
应做到定点购买 ， 定时定点燃
放， 注重环保， 保障安全； 购买
礼品应避免 “金玉其外”、 华而
不实的商品包装， 崇尚节俭、 朴

素， 倡导环保节约， 养成绿色消
费好习惯。 树立 “光盘光荣” 的
餐饮消费理念， 家庭外出就餐尽
量根据人数定量， 餐饮住店尽量
减少一次性餐盒、 纸杯、 吸管、
以及浴巾、 床单等商品的消费，
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对生存环
境的压力。

春节作为国人最重要的传统
节日， 无论是探亲访友， 回家团
圆还是旅游出行， 出行都应做到
安全第一 。 自驾车出行的消费
者， 应提前做好车况检查和出行
线路规划， 尤其需要关注旅行沿
途天气状况， 对于特殊天气等因
素做好充分的安全准备。 外出游
玩时， 应当将孩子置于大人的视
线范围内， 确保出行全程安全。
选择跟团旅游的消费者， 首先要
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旅行社， 自

觉抵制 “不合理低价游”， 避免
因贪图便宜而上当受骗。 其次，
出行前应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
并仔细阅读合同条款， 明确旅游
行程、 交通、 食宿、 违约责任等
容易发生纠纷的事项， 支付款项
后注意索要发票， 并妥善保存旅
游合同、 行程单、 门票、 发票等
重要凭证。 出国 （境） 旅游的消
费者也应当了解目的地的风俗习
惯， 救助的联系方式等， 以便发
生纠纷时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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