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唐唐诗诗

■生活资讯

副刊【生活】14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 李媛│本版编辑 周薇│２０19年 1月 29日·星期二

冬季，寒潮、降温、雨雪、 冰
冻等恶劣天气频繁， 加上春节临
近， 各地城乡居民燃气用量大幅
度增加，稍有不慎，极易发生燃气
泄漏火灾爆炸事故， 导致人员伤
亡。燃气事故多是由于胶管过长、
老化，燃气用具过期服役，日常用
气操作不当，使用燃气未及时关
闭阀门等因素造成。

针对如何防范、 处置燃气泄
漏爆炸事故， 北京消防发布安全
提示：

学会燃气的正确安装和使用

安装环节
管道燃气计量间、 罐装燃气

的气瓶间，应独立设置，并靠近外
墙。不要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也不
要用于居住和办公。

设置通风口。 使用液化石油
气的， 因其密度比空气大， 还要
在房间底部设置通风口。

房间内使用防爆照明灯具和
电源开关。

管道上安装快速切断阀，室

内安装燃气浓度检测报警装置，
并能够与快速切断阀联动。

燃气管道和器具应选用质量
合格的产品， 安装完成后， 应当
进行燃气泄漏测试。

居民家中的厨房、 卫生间等
使用燃气的房间， 建议安装家用
燃气报警器。

使用环节
对于管道燃气： 一是要定期

检查阀门和软管是否松动老化，
并及时更换； 二是不要把燃气管
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电器设备的
接地导线； 三是不得擅自拆除、
改装、 迁移、 安装室内管道燃气
设施； 四是严禁使用明火检查燃
气泄漏。

对于罐装燃气： 一是不要把

煤气罐靠近热源和明火， 也不能
将煤气罐放在阳光下曝晒或放在
热水盆中加热； 二是不要倒灌瓶
装液化石油气；三是不要摔、砸、

滚动、 倒置气瓶； 四是不要加热
气瓶、 倾倒瓶内残液或者拆修瓶
阀等附件。

另外， 无论使用哪种燃气，

人的因素还是最重要的， 使用过
程中不能离开， 使用完毕后要切
断燃气阀门， 而不是仅关闭燃气
灶上的开关。

燃气泄漏爆炸事故处置

为了引起人们警觉 ， 民用
燃 气 中 一般都加有带刺激性气
味的气体， 闻到异味或听到燃气
泄漏报警， 一是立即关闭燃气开
关； 二是开窗通风； 三是注意不
要开关电源； 四是报请物业或燃
气供应单位检查、 维修。

一旦发生燃气爆炸 ， 一般
都会伴有燃烧起火 、 建筑物开
裂等次生危险 ， 这时候要做的
是： 一是克制惊慌情绪， 利用现
场简易灭火器材， 控制和扑救火
灾 ， 在家中可以浸湿被褥 、 衣
物， 捂盖灭火； 二是要迅速关闭
阀门， 同时报警； 三是在公共场
所， 现场工作人员要有序疏散被
困人群 ； 四是在火势失控情况
下， 不要贪恋财物， 迅速逃生，
避免次生灾害。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春节长假即将来临 ，
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了 ，
相信不少市民都会有外出
回乡 ， 或是家庭聚餐的行
程安排 。 在这样的欢庆气
氛下 ， 居家的安全用气更
须格外留心。

白酒别过2两 啤酒别过两瓶

肝最怕的就是嗜酒， 长期酗
酒就会导致肝内血管收缩、 减少
肝脏血量， 还会进一步加重肝内
缺氧情况。 因此喝酒伤肝不仅伤
害肝细胞， 还会导致肝脏缺氧。
会提高发生脂肪肝、 酒精性肝病
的机会。

研究表明， 每天喝进去的酒
精大于50克就会引起酒精性肝损
害， 这个量折合成50度的白酒是
2两， 13度的葡萄酒为半斤，普通
啤酒则为2瓶。 需要注意的是，人
的身体承受能力是有个体差异
的，也就是说，对一个人“安全”对
另一个人就可能 “不安全”。

建议在喝酒前吃点东西， 比
如主食、 菜、 喝点酸奶都可以延

缓酒精吸收， 另外主食中碳水化
合物的代谢产物葡萄糖醛酸还可
以结合酒精， 同时充分的糖原有
利于解毒保肝。

少吃油炸食物和加工食物

研究发现， 吃油炸食品一个
月即可导致肝脏发生明显变化。
而且， 油脂和饱和脂肪酸的堆积
会导致脂肪肝。 患了脂肪肝， 肝
脏的功能就会受损， 还会引发糖
尿病、 高脂血症、 高血压、 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简称冠
心病）、 痛风、 胆石症等疾病。

此外 ， 加工食物也建议少
吃。 因为很多加工食物中添加了
多种防腐剂、 色素、 不健康食用
油等， 这些东西含有大量的人体
比较难分解的化学物质， 这些物
质进入到身体后， 会大大地增加
肝脏解毒负担， 严重的话会诱发
人体肝脏损伤。

吃优质蛋白质修复肝脏

蛋 、 豆腐 、 牛奶 、 鱼 、 鸡
肉、 芝麻、 松子等 “高蛋白、 低

热量” 的食物， 是肝脏的最爱。
这些食物中丰富的蛋白质就像肝
脏的 “维修工”， 能起到修复肝
细胞、 促进肝细胞再生的作用。

正常人每天摄取的优质蛋白
应该多于90克， 对于肝功能受到
损害以及减弱的人来说， 适当多
吃高蛋白的食物更有利于肝脏恢
复健康 ， 防止它进一步受到伤
害。 患有急性肝炎的人每天摄入
的蛋白质不能少于80克； 患有肝
硬化的病人则不能少于100克。

多吃蔬菜 水果少量

建议每天争取吃够一斤蔬
菜， 其中深色蔬菜， 尤其是深色
叶子蔬菜， 像菠菜、 油菜、 紫甘
蓝等能够占半斤以上； 不是只有
胡萝卜才富含胡萝卜素有利于补
充维生素A ， 深绿叶菜含有的类
胡萝卜素也是很丰富的， 有益于
帮助肝损伤的修复。

每天吃2两 (100克 ) 左右的
海带、 木耳、 蘑菇等各种菌藻类
和笋类， 获取更为丰富的膳食多
糖和纤维素。 （张鑫）

春节餐桌定有酒 怎样吃喝能护肝

春节一到 ， 聚会
吃喝在所难免， 喝酒
就 成 常 事 。 每 到 此
时， 肝就成了最受苦
的器官 。 春节期间 ，
怎 样 保 护 容 易 “生
病” 的肝脏呢？ 告诉
您四个护肝秘诀。 ？？

节日临近 北京消防发布安全提示

居家安全用气须留心

公

告

胡勇，男，身份证号110101197406124011，你于
2019年1月1日至今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也未
到岗上班， 已经连续旷工28天， 单位通过挂
号信电话等方式均未联系到本人， 依据 《劳
动合同法》 和企业相关规定， 企业将于2019
年1月31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现通知自登报
5日内回原单位办理离职手续逾期未办后果自
负。 北京公交第一客运分公司 2019年1月29日

公

告

北京翔城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562085552M， 经股东
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 清算组成员： 刘跃、 程煜； 清
算组负责人： 刘跃。 请债权债务人自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公

告

北京鑫福星龙珠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10112735590443B） 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 注册资本从人民币100万元减至
人民币5万元。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
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担保的请求， 特此公告。

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 ， 新
的 一 年 就 要 来 临 。 迎 新 首 先
要除旧 ， 今天是农历二十四 ，
民间有俗话称 “二十四 ， 扫房
子”。 在春节前扫尘， 是我国民
间素有的传统习俗 ， 人们借助
“尘” 与 “陈” 的谐音表达除陈、
除旧的意愿 ， 全家老少一起动
手 ， 将房子里外打扫得干干净
净， 迎接新年。

一年下来， 房间的角落累积
了不少灰尘污垢， 清除它们是一
个大工程， 如何科学的大扫除？
在这里北京市疾控中心从健康角
度为您提几个小建议：

物品不同消毒方法不同
对餐饮具、 厨具、 毛巾， 常

采用煮沸法消毒， 应在水沸开始
后计时， 需持续15分钟以上； 案
板先用硬刷和清水将表面和缝隙
洗刷干净 ， 然后再用煮沸法消
毒； 对衣物、 被褥、 书本等物品
应采用阳光曝晒方式消毒。

全面清扫不漏卫生死角
厨房 、 卫生间 、 卧室 、 客

厅、 阳台都是大扫除的主战场，
但是， 这些地方也有一些大家容
易漏掉的卫生 “死角”， 比如马
桶、 床头、 窗帘以及废弃的物品
等， 如果清理不彻底就容易成为
许多病原体藏匿滋生的集中地
带， 存在传播疾病的隐患。

注意清理房屋环境积水
在清理房屋环境中的积水

时 ， 要特别注意清理花盆底碟
（托盘儿） 积水， 翻盆倒罐， 检
查卫生间和厨房的地漏或者更换
具有防渗等功能的安全地漏， 保
持地漏处无积水。

适时采用湿式清扫法
居室灰尘较多或重污染天

气情况下 ， 居室清扫宜采用湿
式清扫法， 使用蘸湿的墩布、 抹
布等进行室内清洁， 并适当增加
频次。

大扫除时注意安全
按照习俗， 一般家庭春节前

要扫房和擦窗户， 建议一定要注
意自身安全， 防止跌倒、 摔伤等
意外伤害。

市疾控教您除尘小妙招
“二十四 扫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