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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在使用过程中有很
多误区，用得不对不但会使
降温效果大打折扣，缩短空
调寿命，还会让人患上一些
疾病。

空调只用不洗
建议每年清洗空调 2-3

次，在夏天空调使用前、使用
过程中及不再使用空调时各
清洗一次。首先，要把过滤
网取下来，用清水擦拭干净
并风干。其次，把蒸发器清
洗剂摇匀后喷在空调蒸发器
的进风一侧，然后再用抹布
轻轻擦拭。再次，用专用的
清洁剂喷在空调冷凝器上或
用清水擦拭。最后，用细毛
刷将出风口和滚轮的灰尘刷
出即可。

温度调特低
由于天气热，很多人喜

欢把温度开得特别低，甚至
开始时只有十几摄氏度。等
室温降下来之后再调高温
度。这样很容易造成室内外
温差过大，冷空气会刺激人
的毛孔突然收缩，很容易引
起头晕、头疼、流鼻涕、关节
疼痛等症状。建议空调的温
度调整到 26℃，室内外温差
不超过7℃。

只要人在屋里，空调就
一直开着

这样不但会使空气变
差，还可能因室温过低而患
上感冒。专家建议，白天连
续开空调的时间不要超过 3
小时，夜间不要超过2小时，
可通过设定定时关闭模式来
控制空调时间。

对着空调吹
很多人大汗淋漓进屋

后，想要快速降温，就直接对
着空调吹，这种令身体温度
骤降的方法特别容易导致发
烧、肺炎、口眼歪斜等多种疾
病。建议大家一定不要让空
调直吹身体，特别是出着汗
走进空调房时，不妨先用毛
巾把汗擦干。 （中合）

人人都可能
没用对空调

大多父母
边带孩子边玩手机

端午小长假，光顾海口一家书局的
客人络绎不绝，在该书局亲子区，孩子们
玩得不亦乐乎，不少家长虽陪在一旁，却
不时玩一玩手机，“孩子就在眼前，不会
有危险，但是看书容易被孩子中断，不如
玩玩手机消遣消遣。”

在书香尚浓的书局如此，更别提游
乐场、餐厅等场所了。省青少年服务平
台负责人陈泽裕认为，现在是属于一个
手机办公娱乐的时代，想要完全脱离手
机有些难度，“幼儿需要家长的陪伴，家
长应该做到少玩或不玩手机，提高陪伴
孩子的质量。”

海口一家休闲广场内，许多家长趁
着假期带着孩子嬉戏玩耍。突然，一阵
急促的刹车声响起，一辆电动车在一个
2岁多的男童前紧急停住了，孩子吓得
大哭，此时孩子的妈妈奔了过来，“我看
会儿手机，你就跑马路上来了，撞上就麻
烦了。”

近年来，因“低头族”引发的事故并
不少。据媒体报道，去年河南一位母亲
带孩子外出，由于低头玩手机，2岁儿子
跑到一辆越野车右前轮位置被轧，当场
死亡；四川，一名5岁孩子在母亲低头玩
手机间隙跑到马路上，被一辆公交车撞
到不幸身亡……

“出门在外，危险往往就在父母的一
个分神下降临，幼儿因没有自主独立性，
更需要父母无时无刻的守护。”陈泽裕
说，孩子有时也会因父母玩手机感到冷
落，可能会为了吸引父母注意而做些危
险动作，“手机可以成为家长记录孩子成
长的利器，但千万不要总做‘低头族’，要
时刻关注孩子的安全。”

“低头族”
容易使孩子缺乏安全感

“妈妈总是在刷淘宝，爸爸也总爱刷
朋友圈，怎么能让他们放下手机多陪陪
我呢？”记者在征集关于手机与亲子关系
的问题时，一名小学生说每次妈妈带她
出去吃饭，坐下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店员

询问wifi密码。
“每天下班回家窝在沙发上淘宝、

刷朋友圈是一天最放松的时段，可孩
子经常让我陪着她，有时候难免敷衍
两句，没想到孩子会如此介意。”孩子
的家长曾女士告诉记者，孩子的话让
她很汗颜。

其实，这种情况是不少家庭都会遇
到的老大难问题。根据《国民家庭亲子
关系报告》显示，近七成家长会在陪伴孩
子时玩手机。

“在家庭关系中，陪同不等于陪伴，
经常使用手机会占据亲子时间、影响亲
子交流。”陈泽裕说，真正的沟通不是特
意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进行
的，家长要注意多和孩子一起玩游戏，放
下手机外出游玩参加活动。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有很多
幼儿在没人教的情况下拿起手机就会
玩，“这是他们学习父母行为后的结果。”
陈泽裕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
一些不经意的行动，可能会影响孩子童
年的记忆，建议家长在孩子面前尽量少
玩手机。

“如果我很穷，就去养鸡”

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在他的博客Gates-
Notes中写道，如果自己每天只有2美元生活
费，那么他会选择去养鸡。

对于穷人可以选择“养鸡致富”的这个观
点，盖茨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没有什么投
资比养鸡的投资回报率更高了，我们的目标是
把非洲的家庭养鸡率从现在的 5%提高到
30%左右。”盖茨在第五届《福布斯》400富豪
慈善年会上表示。 （财视）

毕业季，你用得上的APP
又是一年毕业季，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一边拥抱着说再见，一边准备开启新

的生活，但看着各大市场让人眼花缭乱的手机租房及其他生活应用软件，很多人并不清楚哪些
更靠谱。现为大家搜罗了几个常用的APP，供毕业生们参考。

调查显示：近七成家长在陪伴孩子时玩手机

别让手机“玩坏”亲子关系

iPhone4S将退役

2016年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14日在旧金
山结束。

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一般不发布硬件产
品，而主要是让苹果公司向研发者们展示最
新的软件和技术。今年是第27届苹果全球
开发者大会，有超过5000名研发者参加，其
中100名的年龄不到18岁，最年轻的参会者
只有9岁。

发布会正式开始后，库克宣布App Store
已经拥有了200万个应用，总下载量达到1300
亿次。最先发布的新操作系统是用于苹果手表
的watch OS 3。随后是新的苹果电视操作系
统TV OS和更名为mac OS的新的苹果笔记
本操作系统的发布，最后2016苹果全球开发者
大会的重头戏终于到来——苹果手机和平板电
脑的最新一代操作系统IOS 10终于登场了。
需 要 强 调 的 是 ，IOS 10 将 不 再 向 包 括
IPhone4S在内的更老的设备推送，这也意味着
iphone5以前的苹果手机将正式退役。（央广）

电信诈骗新骗术：

“我换号了 敬请惠存”

“我换号了，敬请惠存”。先是以朋友名义
通知换号，再要你“帮忙”。近日，有市民反映遭
遇新型“换号骗术”：被骗子假冒自己，给手机里
的联系人发短信，声称换了新号码，然后行骗被
假冒者的朋友和亲戚。

警方提醒，这仍然属于冒充熟人的电信诈
骗，只不过又进行了“升级”，通过非法渠道获得
市民群众的通讯录资料，冒充事主向其手机里
的联系人进行诈骗。

笔者从腾讯、猎豹等安全平台了解到，这一
类诈骗与之前直接的“猜猜我是谁”的假冒熟人
电话诈骗类似，以前是直接拨打电话，现在改用
群发短信，在未来很可能会出现迅速增长的趋
势。应该如何预防此类诈骗呢？专家表示，建
议用户收到这一类信息之后，不要立刻保存新
手机号码作为联系人，特别是非常熟悉的亲人
或好友需要第一时间电话、微信等多种方式与
本人进行确认。与熟人之间涉及到直接的资金
来往都要特别小心，不要没有多种方式确认对
方身份，就轻易给对方转账。专家建议广大用
户安装专业的手机安全软件比如手机管家，可
识别各种诈骗电话和短信。 （广日）

他是
背后的男人

脸书 阿里 京东 滴滴

他投资的公司中已经出现了两家千亿美元
级的巨头阿里巴巴和Facebook，和五六家百
亿级的京东、Twitter、小米、滴滴打车等企业。

这个男人就是尤里·米尔纳。
他的投资方式也如出一辙：出高价，不要任

何决策权。 （投资界）

没有非玩不可
的手机
只有瞬间长大
的孩子

■ 罗孝平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而是我跟妈
妈在一起，妈妈却在玩手
机……”网络短片《低头人
生》曾留给观众唏嘘无限，
当你习惯了“低头”的生
活，就不可挽回地错过了

“抬头”世界的美好。
爱，刻不容缓；你玩着

玩着手机，你的小不点已
经长大了。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
示：父母沉溺手机会影响
亲子关系，多数孩子会产
生自闭、焦虑的倾向，进而
影响人际交往；即使没有
这项“最新研究”，这个显
而易见的道理你我难道不
懂吗？

没错，电子产品尤其
是手机，已经深刻地“革命”
了我们的生活、工作、社交；
但是，平心而论，一定要无
时无刻刷微信吗？非要把
游戏打通关吗？有些电话
就不能长话短说吗？

如果你对亲子关系尚
存敬畏，就不要给自己找
借口了——没有非玩不可
的手机，只有瞬间长大的
孩子。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心
口的花，陪伴才是最长情
的呵护，说什么启蒙教育，
谈什么亲子 APP，都比不
上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相
处：最温情、最有爱、最坚
实。同时，时光会给予更
多回馈：你的孩子会很有
安全感，很有爱，很自如。

试着想象一下——有
一天，你的孩子大了，他对
你说：“如果有来生，我还
做你的孩子。”而不是说

“如果有来生，我愿做你的
手机”。

是不是很感动？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通过手机便可纵观天下事，小小手机串起了大千世界的同时，却影响着亲子关系。调查显示，近七成家长会在
陪伴孩子时玩手机。在家中、在外面，即使相对而坐，兀自低头摆弄手机成了再寻常不过的一景。

近日，一件因沉迷手机带来的“不幸”牵动众多网友的心：福建一名粗心的妈妈只顾低头玩手机而忽略了在一
旁玩耍的3岁孩子，直至孩子从医院二楼跌落一楼大厅时才惊觉，所幸抢救及时，孩子已脱离生命危险。

记者从海南省青少年服务平台了解到，在该平台收集的问题中，如上文一般极端的案例虽还未发生，不过记者
走访海口众多场所发现，出门在外，家长一边带孩子一边玩手机的现象非常普遍，即使在家里，手机也成了横亘在
家长与孩子间的一条“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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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动物园，这么多活泼可爱的

小动物跟他们一起玩耍多开心，但
是父母每天都要上班，不能时时陪
伴，也许在家里养宠物又不现实，何不
将动物园搬进手机中呢？“爱畜动物
园”是专门为小朋友打造出的儿童
互动图书，趣味性十足，适合多

个年龄层段的孩子。

贝瓦儿歌是集儿童歌
谣、经典儿歌、三字经、古诗为一

体的儿歌汇合。现如今原创儿歌几
乎不见，有一款好的儿歌 APP 十分难
得。贝瓦儿歌集合了许多朗朗上口的
经典曲目，它们语言活泼、歌词丰富，
并呈现出鲜明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是培养孩子乐感和审美的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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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年龄：备孕—6岁孩子父母
新浪育儿频道倾情打造。

邀请妇科、产科、儿科、早教、阅
读等各领域知名专家，每日在线
解答爸妈们的问题。可以通过
微博账号登录，随时随地向专家
提问，方便快捷地获得专业

育儿知识。

适合年龄：0—6岁孩子父母
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妈妈通

过辣妈帮这个平台获得育儿帮
助、交流了时尚和情感、记录了宝

宝成长以及购买了宝宝、妈妈
所需的宝贝，致力打造最全
面、最贴心的辣妈生活圈。

爱畜动物园 很多孩子都认为数
学很难，其实是小时候就

没有培养起学习数学的兴
趣。这款名为《都都数学》的
应用被誉为美国经典2-7岁
儿童玩转数学思维的入门
神器，看来它对小朋友来
说确实非常有价值。

五八同城（租房）

优点：
房源信息可按区域订阅。
房屋标注了是否为隔断，的

确有人很在意这一点。
联系发布者渠道多，可电话

可短信可在线交谈，值得一提的
是在线交谈预设了固定提问，列
出了租房者最关心的四个问题，
同时也能提高房源的咨询率。

缺点：
房源信息不够真实，还随处

可见把效果图当做房源照片发
布的经纪人。

e袋洗（洗衣）

优点：
价格便宜。根据官网说

明，一个袋子大约可以塞下33
件衬衫，算起来平均每件洗涤
费只要3元。

收洗便捷。消费者通过
手机发出洗衣需求后，可能几
分钟后就有人上门收衣。

e袋洗最推崇的“无店铺”
模式。消费者对洗衣的要求
是“洗干净、洗得快”，与洗衣
店并没有关系。

缺点：衣服洗不干净和洗
坏的情况也有发生。

小马管家（家政）

小马管家是一家致力于打造
O2O管家服务的互联网公司。
打破传统的小时工模式和缺点，
所有管家都经过专业培训与认
证。用户通过客户端直接挑选管
家，所有信息真实透明。

家政清洁业务包括：家庭清
洁、新居开荒、家电清洗、除螨等。

（宗和）

自如友家（租房）

优点：
自 如 租 房 流 程 实 现 了

100%App完成。不光租房用
App签约交租，搬家、保洁和维
修也都全部使用App进行预约
和评价。一个App在手，基本
满足所有租房住的场景化需
求。

房源信息比较真实。
筛选机制不错，近二十种

筛选条件极大缩短找房时间，
提高效率。

缺点：只看面积的话，价格
比周边房源稍贵；App没有订
阅功能，不能自动提醒附近新
房源；附近搜索不精确，偶尔出
现位置偏移。

都都数学

贝瓦儿歌

辣妈帮

不能否认，现如今，孩子们的成长已经离不开科技产品
哪些优质APP适合小朋友和家长们呢——

育儿专家问答
宝宝日历

适合年龄：0—6岁孩子父母
首创了育儿贴士+记录的

模式，妈妈爸爸边阅读专业
育儿知识边做记录；首创了育
儿画报功能。上传照片+简单

文字，妈妈爸爸的记录轻
松成为好看的画报。

陪孩子
玩手机？

制图/红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