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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砖原木，雕花饰画，红灯高
挂，古朴而典雅的小院映入眼帘。
孙氏松风草堂建成于2017年，南
北院墙由青砖铺就，走进院内随
处可见枝繁叶茂的花草，干净宽
敞的小路，屋内的雕花木质家
具、厚重而稳健的青砖都保留了
传统样式——— 这便是利津县北宋
镇道庵村的特色庭院“松风草
堂”，也是利津县众多独具特色的
美丽庭院之一。

一户庭院就是一处风景，家家

户户串起美丽乡村。美丽庭院创建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
一，是推进乡风文明、提升群众精
神面貌的有效载体，是发展经济产
业的坚实基础。

自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开始以
来，利津县妇联认真谋划了以“突
出一个目标、一个创建内容，贯穿
两条主线，实施八个一”工作法为
主要内容的“一二五八”工作思
路。“一个目标、一个创建内容”
即完成全县90%庭院参与创建，示

范户创建比例达到15%以上的创建
任务，完成“庭院美丽、居室整
洁、家风良好、生活富裕”的创建
内容；“两条主线”，即整体工作
抓提升，重点村居抓示范；“八个
一”工作法即实施一个方案、建立
一套台账、每村建立一套档案、牵
住一个“牛鼻子”、每月一次集中展
示、每月一次互学观摩、每月一次检
查督导、每季度一次考核挂牌。

利津县妇联将“美丽庭院”创
建与传承优良家风、移风易俗、文

明实践、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内容
结合起来，通过召开调度会议、集
市宣传、专题培训等多种方式，提
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度，使创建
工作“热”在村中巷道，“热”在
群众之间。

利津县妇联创新工作方法，牵
住一个“牛鼻子”，以各村干部、
妇联主席等为先锋，带头争做“美
丽庭院”示范户，并在全县先期创
建了一批可学习、可借鉴的示范
户。镇村组织多形式、多场次的现

场观摩、挂牌表彰会，让广大群众
看有样板、学有榜样、创有目标，
使美丽庭院创建成为承载家庭幸
福、提升乡村生活品质的重要载
体。

各村村民们也纷纷行动起来，
打造绿化角、花圃、微景观等，从
前的“脏乱差”成了整洁美观的
“小花园”，使乡村庭院既有“颜
值”更有“品质”。截至目前，利
津县“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已完成
全年任务的20%，接下来，利津县
妇联将对美丽庭院示范户创建工作
定期开展“回头看”，实行动态化
管理，确保创建质量，巩固创建成
效，让群众在美丽庭院创建中提升
生活品质，增加幸福指数。

（王琪琪）

“美丽庭院”打造“高颜值”乡村
——— 利津县大力推进美丽庭院创建写实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酒精囤
在家里安全吗？家庭使用和储存酒
精时，应该了解哪些事项、注意哪
些问题呢？快来看看吧！

喷洒浓度大时
遇静电也危险

不少人认为，酒精只有遇明火
才会燃烧，其实不当使用，如在室
内密闭的环境中，喷洒浓度达到
3%，哪怕是衣服静电、用电蚊拍或
者有人抽烟，也可能引起爆炸。

75%的酒精消毒液闪点大约在
22℃，火灾危险性属于甲类，因此
在使用 7 5 %酒精消毒液进行消毒
时，室内禁止喷洒式消毒方式，最
好采取用棉片擦拭的方法进行消
毒，如果是使用毛巾等布料清洁工
具，在使用完后，毛巾应用大量清
水清洗后密闭存放，或放通风处晾
干。

在消毒过程中避免洒漏，空气
中浓度不超过3%，以防止火灾发
生，并保持室内通风。

夏天别用酒精
清洗空调内部

近日各地气温上升，空调的使
用提上日程。不过专家提醒：不要
用酒精清洗空调内部！

医用酒精虽然可以消毒杀菌，
但同时挥发较快，用酒精清洗空
调，挥发的蒸汽和空气混合，容易
形成易燃易爆气体。

当用于清洁空调内部的时候，
因为空调内部空气流通不畅，这些
气体就会在空调内积攒，通电后，
极易被启动的电流点燃。

家用酒精存储
别超过500毫升

家中如果确实需要酒精消毒
时，可购买小瓶装的酒精，总量不
要超过 5 0 0毫升（约 1瓶矿泉水的
量），短时间够用就好，绝对不要
在家中大量囤积医用酒精。如实在
担心酒精超量存放的安全问题，可
分发给需要的邻里、亲友。

注意酒精容器应首选玻璃或者
专用的塑料包装。放置在儿童拿不
到的地方，必须有可靠的密封，给
容器盖好盖子。

不要和“84”等消毒液混放，
避免靠近灶台、暖气等热源，也要
避免夏季阳光直射，温度不要超过
30℃。

酒精意外燃烧
不妨这样扑灭

严禁使用水泼或干燥的毛巾、
衣物进行扑打，否则若被酒精引
燃，火势将蔓延扩散，越烧越大。

可使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
灭火器等进行灭火。

如果小面积着火可用湿毛巾、
湿衣物覆盖灭火。

室外还可以使用沙土覆盖。
（来源：人民健康网）

现在，口罩成了每个人形影
不离的必需品。但现在请你们回
忆一下吃饭的时候摘下的口罩
是怎么处理的？你又会把它放在
哪里呢？

是拉下一边挂在耳朵一侧？
还是直接拉到下巴？还是拽在手
里？揣兜里？或者索性直接扔桌
上？

你的这些举动，可能都是错
的。

来听听专家如何支招，怎样
收纳使用中的口罩。

如果购入的口罩配有独立密
封的包装袋，那随身携带就十分
便利，不用的时候放入即可，使
用完随口罩一起丢弃。如果购买
的口罩没有独立包装，建议存放
在干燥、清洁的纸盒子或纸袋
内，如清洁的信封，建议每天更
换。有条件的话还可以选用口罩
收纳盒、布袋、或者普通塑料盒
存放口罩，但需要提醒的是，每
天需要清洗消毒。

吃饭时，如果手边没有合适
的口罩收纳工具怎么办？

拿一张干净的A4纸，对折，
将口罩夹在A4纸里面。如果没有
大的A4纸，可在桌子上放一张干
净的纸巾，把口罩里面朝下放在
纸巾上，上面再盖一张干净纸
巾。或者在摘下的口罩在里侧铺
张干净的纸巾，然后对折扎紧，
最后再用纸巾包好，这样在一定
的程度上隔离了病菌。

用餐结束后，只要把纸巾扔
了，就又能重复使用口罩了，方

便又卫生。
切记：使用过的与干净的口

罩千万不能混放，避免细菌交叉

感染。
（来源：《武汉晚报》《长

江日报》）

吃饭的时候，摘下的口罩应该这样放紧急提醒，

夏天别用酒精做这些事！

西瓜，有“盛夏之王”的美
誉，是炎夏消暑解渴的佳果，深受
人们的喜爱。在不断的育种过程
中，现在的西瓜倾向于形大汁多，
对于消费者而言，切开的西瓜如何
保存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一般而
言，包括水果店出售西瓜的商户，
都会选择用保鲜膜密封，放到冰箱
储存。

不过这样的储存方式却引起了
很多人的质疑，先是有记者的实验
数据证明，包了保鲜膜的一半西
瓜，与对照组的一半西瓜相比，在
冰箱储存17小时后，细菌数量多了
十倍。后又有多人因吃了用保鲜膜
冷藏过夜的西瓜住进医院了，一时
间保鲜膜成了助长细菌滋生的罪魁
祸首。

保鲜膜存放的西瓜，细菌含量
会升高吗？

首先，我们要了解暴露在空气
中的西瓜为什么会成为细菌滋生的
温床。西瓜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

外，还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
苹果酸、果糖、蛋白氨基酸、番茄
素及丰富的维生素C等，这些都是
细菌喜欢的物质，因此极易滋生细
菌。所以在西瓜切开后，西瓜上含
有的细菌来自许多方面，包括刀面
上的菌，空气中的细菌以及瓜皮上
的细菌等。

其次，我们要知道西瓜表面附
着的细菌有什么特点。自然界中的
细菌按照对氧气的需求可分为需氧
菌、厌氧菌和兼性厌氧菌，需氧菌
只能在有氧条件下生长繁殖；厌氧
菌只能在低氧分压的条件下生长，
而 不 能 在 空 气 （ 1 8 % 氧 气 ） 和
（或）10%二氧化碳浓度下的固体
培养基表面生长；兼性厌氧菌呢，
在有氧的环境下就进行有氧呼吸大
量繁殖，在无氧的环境下可进行无
氧呼吸但一般不繁殖，仅维持生
存。而食品上容易滋生的细菌多为
需氧菌和兼性厌氧菌。

最后，再介绍一下保鲜膜的成

分。目前市场上常见的保鲜膜主要
成分是聚乙烯（PE）、聚偏二氯
乙 烯 （ P V D C ） 和 聚 氯 乙 烯
（PVC）。从物理角度出发，保鲜
膜都是有适度的透氧性和透湿度
的，调节被保鲜品周围的氧气和水
分的含量，阻隔灰尘，从而延长食
品的保鲜期。PE主要是用来保鲜
水果蔬菜，PVDC主要是用来保鲜
一些熟食，PVC则多应用在生鲜、
散装食品区。由于PVC的保鲜膜在
透明度、拉伸性和黏性方面都高于
PE，且价格便宜，其市场份额占
到六至七成。但聚氯乙烯（PVC）
的保鲜膜含有致癌物质，安全性较
差，是不建议购买的，尤其是用来
包装生肉，熟食及水果。

了解了以上几点后，回看一下
关于西瓜覆膜冷藏会加速细菌繁殖
的解释。一、保鲜膜有保温作用，
使西瓜切面温度下降慢，细菌有更
多的繁殖时间。二、保鲜膜有密封
作用，水分不易挥发，二氧化碳无

法排出，附着在西瓜表面的细菌会
产生厌氧反应加速食物变质。

通过之前的介绍我们可知保鲜
膜并不是完全不透气的，西瓜被保
鲜膜覆紧放进冰箱后，2个小时足
以让覆膜西瓜的温度与不覆膜西瓜
的温度相差无几，中科院能源研究
所微生物实验室严谨的实验结果表
明8小时内，冷藏覆膜，冷藏不覆
膜与室温覆膜，室温不覆膜的西瓜
细菌数量没有较大差异并且细菌数
量很少。而厌氧反应的说法也是站
不住脚的。因为污染食品的细菌一
般是需氧菌和兼性厌氧菌，假设保
鲜膜创造了一个缺氧的环境，那么
这两种细菌的繁殖不但不会增加，
反而会受到抑制。而且缺氧或少氧
的环境还可以抑制西瓜果肉的呼吸
作用，减少有机物的分解，使其保
鲜。

为什么会得出覆盖保鲜膜会使
细菌增长的更快的结论呢？

其实实验的严谨性已经遭到很

多专家的质疑，我们分析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由于保鲜膜的品质不过关
或者存放不当，使膜的表面带有细
菌，在使用的过程中，增加了西瓜
表面的细菌基数，我们知道细菌的
增殖都是指数式增长的，虽然低温
可以减缓细菌的增长，但并不能完
全抑制，基数的大小，对于几个小
时后细菌的总数是有巨大影响的。
另一方面，手在接触保鲜膜的过程
中也会沾附一部分细菌，同理，也
是增大了细菌繁殖基数。

所以我们建议，购买保鲜膜时
应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PE膜，
使用保鲜膜时，手尽量不要接触覆
盖面，接触空气的最外层要舍去。
尽管保鲜膜使用有不当之处，但在
生活中，冰箱内部各种食物的存放
会使其内部存在诸多细菌，不覆膜
会沾染更多的细菌，也会有串味的
风险，所以还是要使用保鲜膜。

当然，吃西瓜最安全的方式还
是在6个小时内消灭，尽量不要超
过8个小时。如果储存的话，我们
建议趁早用干净的保鲜膜覆膜冷
藏。
（文/桑世飞 来源：科普中国）

西瓜用保鲜膜，细菌含量会升高？——— 这是个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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