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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气高峰期安全节约要牢记
本 报 讯 （记 者 潘 丽 亚）
近期，我市气温持续走低。1
月 10 日上午，记者从漯河中
裕燃气公司了解到，9 日，我
市天然气用气迎来一个小高
峰，日用气量突破 60 万立方
米。
漯河中裕燃气公司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冬季是天
然气用气的高峰期，公司在
西气东输“二线三点”供气

的基础上，积极协调中海油
气源、山西通豫煤层气，通
过外环高压管网储气、石油
天然气交易平台竞拍等，确
保当前供气平稳有序。
为增强用户的安全意
识，掌握用气安全常识，漯
河中裕燃气公司对全市各小
区用户开始入户安检，对户
内外管道设备设施、燃气
具、燃气软管等进行全面检

测，耐心为用户讲解安全用
气知识，确保居民用气安全。
漯河中裕燃气公司提醒
广大用户，冬季是用气高峰
期和事故高发期，请广大用
户做到节约用气和安全用
气，随用随开、用完关闭、
合理调节灶具阀门、调节火
焰颜色及大小、按时检漏、
定期维保、发现燃气泄漏及
时拨打抢修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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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时站牌不翼而飞 公交到站不停车
市公交集团：没有站牌司机不能停，会尽快维修
市民求助：“银鸽大道东
边的临时站牌不见了，没有
站牌公交车到站不停，乘客
下车很不方便。”1 月 7 日，市
民胡阿姨向本报求助称，“希
望记者能帮我们反映一下，
把临时站牌尽快装上。
”
记者采访：据胡阿姨介
绍，她家住市区人民路与银
鸽大道东北角的一栋临街
楼。几天前，她从人民路丁
湾乘坐 111 路公交车。公交车
行至银鸽大道口，她提醒师
傅要下车时，被告知银鸽大
道口没有站牌不能停车，得

到下一站才能停。“师傅说站
牌不见了，没有站牌他们不
能停车。没办法，我只能多
坐 一 站 再 走 回 来 。” 胡 阿 姨
说，“对于年轻人来说，一站
路 不 算 什 么 ， 我 今 年 74 岁
了，走这一段路很费劲。”
1 月 8 日下午 1 点多，记
者乘坐一辆 111 路公交车，在
行至银鸽大道口时，语音提
示“银鸽大道口到了”，有两
位老人要求下车，被告知需
要到下一站，原因和胡阿姨
所说的一样。
“银鸽大道口这里原来确

实有一个临时站牌，不知道
为什么最近不见了，没有站
牌，我们不能停车。”公交车
司机对记者说。
部门回应：就此情况，
记者采访了市公交集团。“没
有站牌公交车不能停车，这
是公司的规定，如果司机违
反规定停车会受到处罚。”一
位工作人员说，对于记者反
映的情况，他们会派人调查。
1 月 10 日，该负责人告诉
记者：“经过调查，此处站牌
上的提示牌不见了，只剩下
一根站牌杆。我们会尽快维

修该处站牌，同时已经通知
该路线公交车司机了，到该
站时要停车。
”
帮办记者 张玲玲

今明后三天天气
1 月 11 日
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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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葛战旗提供信息）

跑步不会让小腿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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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清洗毛呢大衣

而慢跑运动对下肢肌肉群是一
个相对低的冲击作用，加上身
体处于有氧状态，肌肉纤维只
会越来越紧致，加上长期跑步
后脂肪会消耗，所以整体看上
去小腿只会更细。
女性应该少穿高跟鞋，避
免小腿肌肉长时间受力，坚持
慢跑，每次 30～60 分钟，跑
前热身，跑步时注意跑姿，尽
量避免脚尖着地，跑后拉伸，
或者使用泡沫轴按摩，能让小
腿的线条更加纤细。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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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

实用宝典

很多初跑者，尤其是女
生，都有这样一个顾虑，跑步
会使腿变粗。医学专家表示，
跑步不会让小腿变粗。
肌肉的粗细和体积主要由
雄激素决定，女性本身雄激素
水平只有男性的十分之一，另
外还有雌激素的作用，即使是
专业的健美女性，都很难练出
像男性那样粗壮的肌肉。跑步
虽然会刺激肌肉纤维的生长，
但短跑等爆发力强的运动才会
增加腿部肌肉，使小腿变粗，

本 周 日 （13 日） 是
农历的“腊八节”，每年
到了这个时候，家家户
户都会煮腊八粥，腌腊
八蒜。
在上古时期，人们
把冬季祭祀神灵、祖先
称为“大腊”，举行冬祀
的日子被称为“腊日”。
慢慢地，每年农历腊月
初八作为“腊日”逐渐
被确定下来，成为祈求
丰收和吉祥的传统节日。
如今的腊八节就像
童谣里唱的那样，更多
意味着春节序幕已经拉
开，年味儿一天比一天
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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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步骤：
①先将肥皂放入 30℃的水
中搓出肥皂水，将呢大衣浸泡
其中，轻轻搓洗。
②洗净后把大衣铺在桌
上，用干毛巾吸干晾干。
小窍门：
①为避免肥皂水残留，可
以在清水中加点醋。
②沾上颜色较深的污渍可
以用少量柠檬汁清洗。

冬季如何缓解暖气病

所

世纪缘全城寻找
诚心找对象的人

地址：
市人民路美盛大厦 B 座十楼
相亲热线：
3398505 2121213

●征婚： 女（32968）30岁，1.67米，无婚史，
本科，事业单位，性格开朗，身材高挑，本市女孩。寻年
龄30～36岁、1.73米以上、有上进心的男孩，职业不限。
电话：2121213 微信：13523953597

●征婚：女 （32980） 29岁，1.62米，无
婚史，本科，事业单位，开朗大方，善解人
意，独生女。寻年龄相当、有稳定工作的男孩。
电话：17639563002微信：www13193907179
●征婚：男 （32001） 30岁，1.81米，无婚
史，本科，事业单位，阳光帅气，性格稍内向，独
生子。寻30岁以下、性格开朗、端庄大方的女孩。
电话：18839527539 微信：luohe6179
●征婚：男 （32005） 29岁，1.72米，无婚史，
本科，事业单位，性格温和，有修养，家经济条件优
越。寻1.62米以上、年龄相当、有稳定工作的女孩。
电话：2116177 微信：13569691097

冬季很多人都喜欢“猫”在
开着暖气和空调的室内，不愿意
出门。室内由于空气流通不畅、
干燥，会损伤人体津液，而肺居
上焦，为华盖之脏，更易受到影
响，从而导致多种干燥不适，严
重者则会诱发肺炎、哮喘、慢性
支气管炎的发作。
预防暖气病，首先要做到多
通风，其次可以在家养一些能增
加湿度、净化室内空气的绿色植
物，如仙人掌、吊兰、富贵竹
等。还需要常喝水，多吃山楂、
梨、白萝卜、百合等生津的食
物。对于已经被暖气“烘”病的
患者，则需要根据各自不同的症
状，对症治疗：
半夜口渴 半夜口渴是暖气

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可以喝乌
梅麦冬茶来治疗。乌梅 3 枚，麦
冬 3 克，加开水冲泡后饮用。
鼻干出血 暖气引起的鼻干
以早晨睡醒后最为严重，有的鼻
腔可有少许血丝，严重者则会出
现鼻流血。可以用金银花、罗汉
果泡水饮用。鼻出血可以饮藕节
汤。
咽喉肿痛 金银
花、生甘草、胖大海
沸水冲泡，代茶频
饮，对暖气烘烤引起
的咽喉红肿、疼痛有
很好的疗效。
咳嗽 暖气病引
起的咳嗽一般为干
咳，痰少或者没痰，

可以取梨榨取汁液后，略加凉开
水饮用。
便秘 因暖气病出现的便
秘，宜“润”不宜“泻”，可用
芝麻核桃饮：黑芝麻、核桃仁各
30 克，炒熟研碎每次取 10 克，加
蜂蜜 10 毫升，温开水冲服，每日
1 次。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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