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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绒服选购误区

误区1： 含绒量越高越好
按照羽绒服装的国家标准规

定 ， 羽绒服装必须标明羽绒种
类、 含绒量和充绒量。 含绒量指
绒子和绒丝在羽绒中的含量百分
比， 按照规定， 含绒量不得低于
50% 。 含绒量越高的同类羽绒
服， 保暖效果越好。 不过， 一般
消费者选择70%—80%的含绒量
就能满足需求。
误区2： 厚羽绒服更暖和

充绒量是指羽绒服填充的全
部羽绒的总重 ， 它跟衣服的大
小、 长短、 款式有关， 国家标准
并没有对这一指标做出强制规
定。 但需要提醒的是， 不是充绒
越多、 衣服越沉， 羽绒服就越保
暖。 因为随着填充密度的增大，
通过填充料传导而损失的热量也
增多。

提高羽绒填充物的蓬松度才
是提高保暖性的关键， 蓬松度越
高， 羽绒所包含的隔热空气就越
多， 因此隔热性能就越好。 这就
是为什么近年来市面上一些轻型
羽绒服 ， 保暖效果也很好的原
因。

有些充绒量多的羽绒服掺有
毛片羽丝、 绒丝及粉碎毛， 即使
含绒量相同， 其蓬松度也有所下
降。 目前市面上一般价格的羽绒
服， 蓬松度大约在450—500， 价
格稍高的羽绒服， 蓬松度可以达
到600—900。

误区3： 羽绒服摸上去没有
羽毛梗、 越柔软越好

其实优质的羽绒含有一定限
度细小的毛梗是很正常的， 如果
说摸上去特别柔软， 一点梗都摸
不到， 这样的产品要谨慎购买。

因为有的厂家会将下脚料、 蓬松
棉、 羽毛打碎之后， 填充在衣服
里， 当作羽绒来欺骗消费者。 非
但达不到好的保暖效果， 卫生还
可能不达标。

4个小技巧判断羽绒服
质量好坏

看一看
在购买羽绒服的时候， 可以

详细看一下衣服上面的标签， 标
签上面会包括有羽绒服的含绒
度、 羽绒种类、 充绒量等等以及
检验报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来购买到适合的羽绒服。
摸一摸

质量好的羽绒服与质量不好
的羽绒服， 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
的， 在选购羽绒服的时候， 不妨
用手去摸一下， 是否有完整的毛
片， 有羽毛梗但不能多， 同时还
要保证毛梗细软。
按一按

羽绒服是一种带有蓬松度的
衣服， 用手去按， 也能够充分说
明一件羽绒服的好与坏与反映它
的蓬松度怎样。

如果用手去按一下羽绒服，
羽绒服马上就回弹了， 就说明这
件羽绒服的蓬松度很好。 如果是
回弹反应比较慢的， 那么质量则
是一般了， 这也能够从另外一个
角度说明， 这件羽绒服的含绒量
并不高， 可能掺杂其他东西。
拍一拍

用力拍一拍羽绒服， 如果有
羽绒跑出来， 或针脚处有粉尘溢
出， 那么说明布料防钻绒性差，
或者缝纫针眼太大， 这种羽绒服
会越穿越薄。 有的羽绒服面料不
钻绒还防水， 但透气性差， 水汽
不易散发， 洗后不易晒干， 羽绒
受潮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质， 或
滋生微生物， 散发出臭味。

最后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就
是， 在同等的情况之下， 体积越
大， 重量越轻的羽绒服质量就越
好， 建议优先选择这种类型的
羽绒服 ， 而且购买羽绒服最好
买有固定格子状的， 因为鉴于羽
绒服的性质， 穿久了很有可能会
出现羽绒跑成一团的情况， 有格
子状固定的羽绒服能够相对固定
羽绒的位置， 不会让羽绒结成一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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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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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几件事减轻泛酸

一天有两个黄金排便时间

不同部位水肿暗示不同疾病

果蔬盒是冰箱最脏的地方

经常胃食管反流泛酸可以从
以下生活细节入手： 不要吃得太
饱， 饮食过饱容易引起胃内压力
增加， 胃气上递， 导致反流； 饭
后不要马上躺下， 睡前3小时尽
量不要吃东西； 戒烟限酒， 吸烟
会引起下食管括约肌松弛， 饮酒
会增加食管蠕动， 导致食管清除
酸性物质的能力下降。

人天生有两个排便的 “黄金
时间”：早上起床的“起立反射”：
即早上一觉起来， 由躺变坐再到
站， 肠道蠕动增多， 帮助大便排
出。饭后的“胃肠道反射”：即进餐
后食物刺激胃引起胃肠道反射，
继而唤醒天然的排便反射， 也是
排便的最佳时机之一。

水肿的位置和特点， 往往代
表了不同的原因： 下肢水肿， 留
神心脏； 眼睑水肿，问题多在肾；
脸肿了，查查甲状腺；全身肿，可
能是营养不良；眼眶肿了，皮肌炎
预警； 单侧下肢肿， 警惕淋巴异
常； 特发性水肿， 女性易中招；
妊娠期水肿， 多为生理性； 服药
后水肿， 多由药物引发。

冰箱中被细菌污染最严重的
部位就是果蔬盒。 一项检测结果
表明， 脏乱果蔬盒的细菌数是干
净果蔬盒的100-1000倍 。 很多
人用抹布沾清水擦果蔬盒， 但实
验表明， 这样只会把细菌扩散至
果蔬盒的每个角落 。 用水擦拭
后， 在果蔬盒内喷一些消毒用酒
精， 或者直接用酒精擦拭， 即可
消灭有害细菌。

挑挑选选羽羽绒绒服服
记记住住 个个技技巧巧

羽绒服作为冬日的必备服饰， 有着很好的防寒保暖效
果。 但是市面上的羽绒服质量参差不齐， 一不小心就会买
到以次充好的羽绒服。 国家纺织制品质检中心研究员王宝
军为您介绍四个挑选羽绒服的小技巧。

“黑眼圈” 是指眼睛下方的
环形区域皮肤颜色发暗。 它对美
丽的杀伤力可不小， 在顶着一对
黑眼圈的情况下， 你很容易被别
人关心是不是昨晚没睡好， 怎么
看起来没精神。 那么， 黑眼圈是
如何引起的？ 我们能摆脱它吗？

造成黑眼圈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种是皮肤血管因素引起

的黑眼圈， 表现为眼圈淤血。 睡
眠不好、 眼睑长期处于收缩状态
得不到放松， 会使得眼圈的血液
淤滞、 血氧含量减少， 最终结果
就是眼睛下方看起来有青黑色的
阴影。 这种情况在年轻人当中比
较常见。

第二种是色素沉着引起的黑

眼圈， 表现为眼圈黑色素沉积，
这种情况多见于中老年人群。 造
成色素沉着的原因有很多种， 有
些是因为长期遭到日光紫外线辐
射，眼周皮肤没有得到日常护理，
引起的色素沉着； 有些是眼睑经
常出现的皮炎，比如神经性皮炎、
特应性皮炎，反复发作，造成局部
出现炎症后色素沉着； 还有些是
眼圈老是淤血， 时间长了也容易
引发皮肤的色素沉着等。

第三种是结构性因素引起的
黑眼圈 ， 比如眼周水肿或者眼
袋， 可以导致其下方出现阴影，
造成一种 “黑眼圈” 的外观。

有了黑眼圈怎么治疗?
如果是血管因素引起的， 可

以通过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来改善
症状。 每天按摩眼部来促进血液
循环即可 ， 如果不知道怎么按
摩， 可以重新把小时候的眼保健
操练起来。 也可以尝试使用一些
药妆类的功效性眼霜。

如果是局部黑色素异常沉积
引起的， 可以外用具有褪色素作
用的药物， 比如氢醌和熊果苷。
也可以到正规医院皮肤科进行光
电治疗。

如果是眼袋引起的黑色阴
影， 可以考虑进行外科手术来治
疗眼袋。

眼周皮肤的日常护理非常重
要， 同样需要做好保湿和防晒。
另外， 要保证有规律的生活、 充
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 拒绝烟
酒也很有必要， 因为吸烟、 喝酒
都可能引起或加重黑眼圈的症
状。

（马琳）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黑眼圈？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鸿运承
物业管理中心员工李鹏程， 男， 身份证号码：
110106198111061216， 自 2021 年 2 月 2 日起
未出勤，已造成连续旷工，根据我中心《劳动合同
管理实施细则》， 依规解除与李鹏程的劳动合
同。

声 明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鸿运承物业管理中心
�2021�年 11月 23日

李毅（身份证号：1101**********0034）， 因你于
2021年 9月 5 日主动提出离职， 双方劳动关系已解
除， 现要求你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前办理离职手
续。 若你未按时配合办理相关离职手续，我司将按照
程序办理社保、住房公积金停缴等相关手续。

北京歌华有线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刊登热线：13699137322

44444 羽绒服清洗小妙招

水温不能过烫
首先要准备一盆温水 ，

和手的温度差不多就可以，
不要过烫， 在水里放入适量
的洗衣液。 不要用洗衣粉清
洗，肥皂和普通洗衣粉的pH
值在11左右， 具有较强的碱
性， 易破坏纤维表面的脂肪
保护膜，缩短羽绒服的寿命。
有条件的最好选用专门的羽
绒服清洗剂。
不要用手揉搓

把羽绒服放在洗衣液里
浸泡10分钟后开始清洗，注
意，不要用手去揉搓衣服，脏
的地方用软毛刷或牙刷来洗
刷就可以， 把重点部位和不
太脏的地方都刷一下即可。
避免太阳下暴晒

很多人喜欢像晒被子一
样把羽绒服在太阳下暴晒，
以为这样可以让羽绒服更蓬
松， 其实这样会加速羽绒服
面料的老化。记住，羽绒服挂
在通风的地方阴干就可以，
干了以后把衣服取下来平放
在床上， 用大衣架拍打衣服
各处，就能恢复蓬松了。
局部脏污用热毛巾擦

羽绒服清洗一次， 寿命
就打折一次，所以尽量少洗。
如果只是局部脏一点， 尽量
用热毛巾擦拭， 一般羽绒服
面料都不怕水， 只要在脏污
处滴几滴中性洗衣液或手洗
洗衣液，5分钟后用湿的热毛
巾擦干就能去污。 如果一遍
不干净，再多重复几遍。
油渍用牙膏干洗

冬季吃火锅和烧烤时 ，
羽绒服难免会沾上油渍，这
时候用湿毛巾擦是不管用
的。 正确的做法是挤点牙膏
用几滴清水湿润， 均匀涂抹
在油渍上，轻轻揉搓。等白色
泡沫覆盖整块布片， 再用少
量清水把牙膏抹掉， 油渍就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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