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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炎、感冒让不少人备受鼻塞的困扰，
呼吸不畅不仅影响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睡
眠，以下五法能有效帮助缓解鼻塞。
1、热水泡脚：睡前用热水泡脚，至少
泡20分钟，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
2、侧卧按摩鼻翼：左侧鼻塞向右卧，
右侧鼻塞向左卧。然后双手拳，用大拇指侧
节面，从鼻旁双侧上下来回擦36次，局部至
微热为宜。
3、热敷鼻子：用热毛巾敷鼻子，可暂
时缓解鼻塞。此外，按压迎香穴可促进鼻部
血液循环，从而达到通利鼻窍之效。
4、双手擦面：首先擦热手掌，然后沿
着鼻两侧向头顶际摩擦过去，接着再沿颈部
至耳前往下降，反复做36次。

5、搓脚心：双手搓热，然后先后搓
左右两只脚心的涌泉穴（脚底至趾前三分
之一的凹陷处）来回数次至足底微热。
（摘自《老同志之友》2014年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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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不好，联用降压药须警惕
卡托普利、缬沙坦等是目前临床常用的降压药，有时可能需要联
用。欧洲药物管理局(EMA)官网4月11日发布提醒，肾脏不好的患者应
谨慎联用这两类药。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参与维持体内电解质的平衡，进而控制血
压。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沙坦类）、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普
利类）和直接肾素抑制剂(如阿利吉仑)等三类药物作用于该系统。它
们用于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和某些肾病。
EMA药物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对这三类药的联用效果评估后发现，
沙坦类和普利类降压药联用，可能增大对心脏，血液循环和肾脏的副
作用。此外，几项大型研究发现，这两类降压药联用后，容易出现高
血钾。
该委员会提醒，以往发生过肾损害的患者、糖尿病肾病患者、心
衰患者等应谨慎联用沙坦类和普利类降压药。如果确实需要使用，必
须先咨询医生，并在服药期间密切监测肾功能、水盐平衡和血压。此
外，肾病和糖尿病患者也不宜将阿利吉仑与沙坦类或普利类降压药联
用，以免发生危险。（摘自《晚晴报》2014.4.30）

有结石还能

喝豆浆吗？
我们知道，胆结石通常分为三类，即胆固醇性结石、
胆色素性结石和混合性结石（胆固醇、胆色素、钙及其他
有机物、无机物混合而成）。饮食因素在胆结石的发病诱
因中占据重要地位，肥肉、蛋黄、动物内脏等这类高饱和
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胆结石症患者需要限制食用。
但是，豆制品中含有的植物固醇与动物性食品中的胆
固醇有着本质的区别。研究显示，豆制品不属于胆结石的
危险因素，且植物固醇具有一定的调节胆固醇作用。以豆
腐为例，每100克豆腐仅含脂肪3.7克，为低脂类植物，不
属胆结石的危险因素。
而且，豆制品中的钙不会诱发胆结石。部分患者认为
豆制品中含钙量丰富，食用会增加胆结石发病风险。豆制
品中钙含量确实较高，每100克豆腐中含钙164毫克，属高
钙食物；但与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钙的每日
推荐摄入量800~1000毫克相比，豆制品的摄食不会导致钙
摄入过量。相反，适量摄入豆制品有利于预防因钙摄入不
足而引起的营养缺乏。
豆制品中的某些成分还可促进胆固醇排出。如皂苷是
豆制品富含的另一种植物化学物，可促进胆固醇从体内排
出，进而预防血脂异常。
总体说来，结石形成与进食高糖、高能量、动物脂肪、
油炸食物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以及某些疾病等密切相关。但
在控制饮食的基础上，胆结石患者适量摄入豆制品不但无
妨反而有益。 （摘自《中国电视报》201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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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痰药能使痰较容易咳出，但使用时间需要注意，
否则会效果不佳。
目前常用的化痰药有沐舒坦、羧甲司坦等，一般
在餐后20分钟左右用。这样有利于药物分布，达到相
应的血药浓度，也不会影响工作和休息。
化痰药还应避免与强力镇咳药一起用，以免稀化
的痰液堵塞气道，造成感染加重、呼吸困难。如果正
在咳嗽，使用相关药物，最好不要自行选化痰药。
婴儿和老人不宜选用片剂和胶囊，最好选择口感
好、易于吞咽的糖浆剂、溶液剂或采用雾化吸入的方
法化痰。
大家还应注意，有过敏史者，应慎选化痰药。如
服用化痰药超过3天，症状仍不能有效缓解，甚至出现
发热等其他症状，应怀疑有其他疾病，要及时就医。
（摘自《晚晴报》201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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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水”泡脚治慢性支气管炎
慢性支气管炎是春季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其主要症状为咳嗽、
咳痰、气喘等，病程长，反复发作，属于中医肺阴亏耗、脾肾虚
弱的范畴。除采用西医、中药方剂治疗外，还可采用“三子水”
泡脚，作为辅助治疗。
“三子水”的具体做法是：炒萝卜子30克，炒苏子30克，白
芥子10克，一起入锅，加入适量清水煎沸，将药液倒入盆中，趁
热熏蒸双脚，待水温适宜后浸泡双脚30分钟。如水温低了可再添

入适量热水，每日两次，10天一个疗程。
该方通过对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上的穴位进行熏泡，能
清肺利湿、止咳化痰、通经活血、健脾和中。（摘自《老人报》
201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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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从而膏脂代谢失常，出现血脂
异常。高脂血症在中老年中发病率明显
增加，女子多在更年期后，男性患者多
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诚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
在中年后发病，与中医肾虚理论不谋而
合，所以称为“老出来的高血脂”。
内科主任徐浩做客节目，为您带来《吃出来的平衡血脂》。
专家提示我们，耳垂皱折有时候也
预示着我们出现了高血脂的情况。肾开
案是“面红目赤”。大怒容易导致肝阳
■高血脂与吃
上亢、肝火上炎，阳亢于上，引气血上 窍于耳，由于耳垂由蜂窝组织构成，既
一、高血脂的三种类型
无软骨，亦无韧带、肌肉,局部缺血、供
一提到血脂高很多人都会想到要降 冲头面，故面红；肝开窍于目，肝火循
血脂，但是血脂一味降低却不一定对身 经上炎，故出现目赤。除了面红目赤外，
体有益，甚至可能引发记忆力下降等问 还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如舌边尖红、两
题。出 现 高 血 脂 应 该 如 何 应 对 呢？ 胁胀痛等。
肝火旺盛的表现
从病因上讲，高血脂和饮食不节、肥胖
面红目赤、眩晕头痛、胸胁胀满、
关系密切，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
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舌边尖红
医认为，高血脂主要与“肝”、“脾”、
二、疏肝解郁控制高血脂
“肾”有关，为便于大家理解记忆，专
针对这种情志不舒导致的高血脂，
家把高血脂分为吃出来的高血脂、气出
血不足时易致收缩，因而出现耳垂皱折。
来的高血脂、老出来的高血脂三种类型。 专家建议从肝论治。针对郁怒（把气憋
二、从年龄方面控制高血脂
吃出来的高血脂主要为脾的运化功 在心里）和愤怒（把气发出来）两种生
枸杞子有补肝益肾之功效，也可明
能差了，痰湿生成过多，在人体上表现 气的表现，提出了不同的治肝方法。专 目。《本草纲目》中说“久服坚筋骨，
为头昏身重，严重的会产生水肿。除此 家建议容易生气的高血脂患者在治肝的 轻身不老”。现代药理学研究：可降脂、
之外有的高血脂患者会出现睑黄瘤。睑 同时可以配合
降压、降糖、调节免疫功能、抗肿瘤、
“疏肝调脂方”调节血脂平衡。
黄瘤的皮疹呈柔软的桔黄色丘疹或斑块，
抗衰老、抗脂肪肝。
郁怒，当以疏肝为主：愤怒，当以
单个或多个，也可融合成为隆起的扁平
洋葱属于保健蔬菜，有提高免疫力，
斑块。这种疣好发于上眼睑及下眼睑， 平肝、清肝为主
抗肿瘤，降血脂等功效。葡萄酒能降低

吃 出 来 的 平 衡 血 脂

养生
保健

尤其是上眼睑内眦部。
二、如何从饮食上控制高血脂
高脂主要有两种类型，即胆固醇升
高，或者甘油三酯升高。我国人民以高
糖、低脂膳食为特点，淀粉属碳水化合
物，在身体内直接转化生成甘油三酯，
因此甘油三酯升高更为常见。而国外肉
食较多，因此国外胆固醇升高更常见。
有些人认为血脂高饮食注意少吃肉
就可以了，这是一种误区。胆固醇升高
的要少吃肥肉、油腻、鸡蛋黄等，甘油
三酯升高的除了少吃以上食品外，还要
特别注意少吃主食、甜食等。
如果您爱吃肉又有高血脂该怎么办
呢？专家告诉我们，他结合多年临床经
验总结出一个针对“吃出来的高血脂”
的经验方。这里面有两味药食同源的中
药，如果您炖肉的时候将这两味药和其
他一些调味品放入其中，能让您在一饱
口福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血脂的影响。

红烧肉
五花肉500克、黄精30克、荷叶
15克、山楂20克、香菇与木耳适量

■高血脂与气
一、气出来的高血脂症状
有些高血脂和情绪失调、精神紧张
关系很大，中医认为肝调畅情志，怒伤
肝，所以长期的情志失调会导致肝的疏
泄功能下降，进而使得血脂代谢出现异
常，为便于大家理解记忆，姑且称为气
出来的高血脂。
此类高血脂的症状是什么？正确答

疏肝调脂方
血脂，软化血管，防止冠心病的发生。
柴 胡 10 克、香 附 10 克、郁 金 12 制作洋葱浸红酒，可以降血压、降血糖，
增强免疫力。用于高血压、糖尿病、动
克，生蒲黄10克，水煎服
降脂药最主要的是他汀类药物，而
我国有一种独特的食材红曲米。早在明
代，《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红曲的功
效：健脾消食、活血化瘀，并称其为“
奇药”。红曲米在烹饪中较常用，可以
搭配粳米煮红曲米粥，可以起到辅助调
节血脂的作用。

脉硬化等患者的康复保健，也可安神助
眠。

洋葱枸杞泡红酒
洋葱1至2头，红酒500毫升、枸
杞 50 克。将 洋 葱 洗净，剥 去 老 皮，
切成八等分半圆形与枸杞一起装入
盛红葡萄酒的瓶 中，盖紧密 封，置
阴凉处放置5至7天，即可饮用。每
日1至2次，每次50毫升，年纪大的
人每次20毫升左右。

红曲米
性味：甘温
归经：肝、脾、大肠
功效：健脾消食、活血化瘀
绞股蓝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也
红曲粳米粥
叫“超人参”，因为它含有人参皂苷类
红曲 米30克，粳米100克，红糖少 物质，除具有人参的功效外，还具有人
许

参不具备的多种作用，并且还不会上火。
“星火计划”中将其列为“名贵中药材”
之首位。枸杞补肾调理血脂，绞股蓝抗
一、老出来的高血脂症状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自己饮食清 衰老调理血脂，用它们制作药膳既营养
淡又控制食量，一直坚持健康的生活方 又补肾抗衰老，还能降低肉汤类对血脂
式，但还是得了高血脂,这是为什么呢？ 的影响。
枸杞鸡汤
专家告诉我们,高血脂形成的原因有很多，
鸡 一 只，枸 杞 30 克，绞 股 蓝 15
不单单跟饮食相关，所以把高血脂分为
“吃出来的高血脂”、“气出来的高血 克，红 枣 12 个，香 菇 适 量，鸡 汤 去
脂”和“老出来的高血脂”。
油食用。
“老出来的高血脂”主要症状是腰
（摘自《中国电视报》2014.5.9）
酸耳鸣。我们知道,随着年龄增长，肾虚
越来越厉害，肾虚也是衰老的标志之一。
肾主水，是水液代谢的重要脏器，而且
为一身阴阳之根本，各种原因导致的肾
气亏虚，都会影响水液代谢，或影响脾

■高血脂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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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倒的原因
跌倒不容忽视，那么，又是哪些
原因导致了老年人易跌倒呢？跌倒的
因素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说与老年人
的自身因素及外界环境因素有关。
1、中枢神经系统的退变是老年人的
一大特征。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
中枢控制能力下降，认知能力、肢体力
量、反应能力、平衡能力、步态及协同
运动能力都会有所减退。为弥补其活动
能力的下降，他们可能会采取更加谨慎
地缓慢踱步行走，造成步幅变短、行走
不连续、脚不能抬到一个合适的高度，
引发跌倒的危险性增加。因此，步态的
稳定性下降和平衡功能受损成为引发老
年人跌倒的主要原因。
2、老年人的视力、视觉分辨率也随
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也是增加跌倒的风
险性的一个因素。老年性耳聋甚至耳垢
堆积也会影响听力，有听力问题的老年
人很难听到危险的警告声音，听到声音
后的反应时间延长，也增加了跌倒的危
险性。
3、骨骼、肌肉及关节结构的退化会
影响老年人的活动能力，导致步态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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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性降低，力量和耐受性下降。如膝关
节的退行性病变会引起膝关节疼痛，导
致举步时抬脚不高，行走缓慢、不稳，
在受到突发的外力时，会因膝关节的控
制能力下降导致更容易跌倒。此外，骨
质疏松也会引起腰部、髋部的疼痛，除
影响行走外，一旦跌倒，还大大增加了
发生骨折的危险。
4、老年人本身的疾病因素是一个
重要原因。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中
风”、帕金森病等会因肢体无力或活动
不协调，导致老年人易跌倒。眼部疾病
如白内障、偏盲、青光眼、黄斑变性等
因会影响视力而成为危险因素。体位性
低血压、心律不齐等心血管疾病会导致
头晕甚至晕厥致跌倒；甚至常见的颈椎
病也可以引起眩晕而失去平衡。老年性
痴呆、抑郁这些认知、心理方面的因素
也是跌倒常见的原因。其他如足或脚趾
的畸形等都会影响机体的平衡功能、稳
定性、协调性，导致步态紊乱。老年人
因患前列腺增生、尿路感染等泌尿系统
疾病伴随尿频、尿急、尿失禁等症状而
匆忙去洗手间，也会增加跌倒的危险性。
5、老年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长期
或临时服用某一种或几种药物，也会增
加跌倒风险。如抗焦虑药、安眠药、感

防跌倒全攻略
◆ 保命防跌有十招
老年人要想预防跌倒，要从生活中的细节做
起。王主任总结了十个预防跌倒的要点，分享给
读者。
第一招：当老人有头晕、卧床数日后第一次
下床或有服用镇静安眠药物，下床前要先坐于床
沿，再由照顾者扶着，放慢动作采取渐进式下床。
第二招：当老人无法完成坐起或行走等动作
时，应保证有他人协助才进行转移。
第三招：若遇到地面潮湿，应绕道而行，以
防不慎滑倒。
第四招：室内尽量保持整洁，保持走道畅通
及避免地板表面杂乱，以防不慎滑倒。
第五招：请穿着合身的衣裤，避免衣裤太大
被绊倒。
第六招：行走时应穿着防滑鞋，切勿打赤脚。
第七招：室内尽量保持足够的灯光，以增加
能见度。在床旁可放小夜灯照明。
第八招：晚间活动最好有人陪同。
第九招：小心药物副作用，睡前半小时不要
大量饮水，睡觉前请先上厕所，减少夜间下床如
厕机会，并可将尿壶放置于床边，方便使用。
第十招：适时使用拐杖及轮椅，避免上下床
及行走时跌倒。（摘自《老人报》201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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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药、抗过敏药、镇痛药。因老年人对
此类药物敏感度不同，会不同程度影响
其精神、注意力、视觉、步态及平衡，
可能引起跌倒。
除上述自身因素外，环境因素也可
能导致老年人易跌倒。如路灯光昏暗，
路面湿滑、不平坦；家具高度和摆放位
置不适合；楼梯台阶、卫生间没有扶栏、
把手等都可能增加跌倒的危险。不合适
的鞋子和行走辅助工具也与跌倒有关。
室外的危险因素如台阶和人行道缺乏修
缮，雨雪天气、拥挤等都可能引起老年
人跌倒。
防跌倒除了可以通过运动提高自身
的平衡能力外，在生活中，对于小细节
多加留意，或者多一个动作，跌倒的风
险也会降低一分。下面本报记者总结了
专家的“保命防跌十招”以及自救方法
供广大中老年人参考。

急救
处方

◆万一跌倒老人跌倒要自救
老人跌倒后要自救，一旦发生摔倒千万不要急于起身，先检查身体
着地部位是否疼痛，能否活动自如。若感到活动受限，就有可能发生骨
折，不要乱动。在判断出自己站不起来后要尝试找电话、挥手、按报警
器或大喊等向他人寻求帮助，并调整姿势，等待救援。

◆遇老人跌倒如何救助？
如果遇到老年人摔倒，不要急于扶起，而是要判断摔倒的原因，以
免造成二次伤害。
意识清醒：
不痛：如果跌倒的老年人没有剧痛、上下肢都能够自如活动等，可
能伤得不重，可以试着把他扶起来，但是动作一定要慢，也不要用蛮力。
很痛：如果老年人身上有特别疼痛的地方，或者觉得自己的身体活
动有障碍，那可能是伤及了骨骼或者神经，这个时候随意搬动可能会造
成更大的损伤，应该小心处理。譬如老人跌伤了手臂，可能发生桡骨或
者尺骨骨折，老人会感到手掌发麻、手臂疼痛，骨折处还会肿胀、变形
等。如果看得到伤口，有出血，就要先用衣物、毛巾、手绢等止血包扎。
如果是摔伤了脊椎，特别是颈椎，盲目搬动老人可能会造成脊髓的损伤，
轻则几个月才能恢复，重则造成瘫痪。所以这种情况不可随意移动病人，
而应立即叫救护车，或找专业急救人员来进行处理和转运。
意识不清：
遇到意识不清的倒地老人，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随后可以试图叫
醒他，并且同时试探一下老人的呼吸、心跳是否存在。如果老人的呼吸
心跳中止，就要立即开始进行心肺复苏（包括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
并且及时拨打120，叫救护车。
侧头并塞物：如果老人摔倒后还有呕吐等症状，那一定要把老人的
头偏向一侧，以防止呕吐物被误吸引发窒息，也可以用手或身边的工具
掏出老人的呕吐物。如果老人摔倒后还有抽搐等问题，可以用钱包等硬
物放在老人上下牙齿之间，防止咬舌，并要及时呼救，找专人处理，千
万不要试图用蛮力固定老人抽搐的肢体，防止发生二次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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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空间
妙招儿

烹调海鲜加点柠檬
酸酸的柠檬汁即可去除海鲜
的腥味，还有提鲜增香的作用。

涂甘油好除冰
在冰箱的低温冷冻室里涂上
少许甘油，不仅冰层的形成速度
会变得缓慢，而且冻结的冰也很
容易除掉。

新床单加盐洗后再用
布料的生产过程其实是一个使
有害物质不断增加的过程，包括
成品的保管、运输、展示以及干
洗。于是床单上残留了很多有害
物质。人接触后能刺激皮肤、眼
睛，并引起皮肤过敏、呼吸道疾
病或其他中毒反应。新床单应加
点盐泡半个小时以上，可以固色
，还可以除甲醛。然后再用清水
洗几次即可。

（摘自《晚晴报》2014.2.17）

面包除衣服油渍
用餐时，衣服如果被油渍所
染，可用新鲜面包轻轻摩擦，油
渍即可消除。
（摘自《晚晴报》2014.4.30）

辨别种猪肉和再冻肉
带肉皮且皮厚而硬，毛孔粗，
皮肤与脂肪间几乎无界限即为种
猪肉；再冻肉的脂肪呈深红色，
肉表红色，劈开处齐整，指压可
湿手指，肉无弹性。这两种肉的
营养和品质都相对较差。

盐加醋，清洁微波炉
1勺盐加500毫升温开水，
再滴4~5滴白醋，充分搅匀，将
抹布在盐醋水里搓洗后，反复擦
拭微波炉，清洁效果极佳。
（摘自《晚晴报》2014.5.5）

健康 养生 生活

大连理工大学离退休工作处

家具清洁美容技巧
家里的家具漆面一旦擦伤，但漆下木质未受损，可以同家具颜色一致的蜡笔或燃
料涂抹在家具的创面，覆盖外露的底色，然后用透明的指甲油薄薄地涂上一层即可。
烟头、烟灰或未熄灭的火柴等燃烧物，有时会在家具漆面上留下焦痕。可在牙签
上包一层细硬布，轻轻擦拭痕迹，然后涂上一层蜡，焦痕即可除去。
白色家具的桌面、椅子很容易弄脏，可用牙膏挤在赶紧的抹布上进行擦拭，只需
轻轻一擦，油污便会去除。但是要注意，操作时不要用力太大，否则会损伤漆膜而适
得其反。
家中的藤器或竹器制品用久了会积垢，可用食盐水擦洗，既可去污，又能保持其
弹性和柔韧性。
在贴防火板的茶具桌上泡茶后，时间久了会在茶具桌上留下难看的片片污迹。可
在茶具桌上洒点水，用香烟盒里的锡箔纸来擦拭，再用水擦洗，就能把茶迹洗掉。用
此法擦洗茶具也有同样效果。
热杯、盘等直接放在家具漆面上，会留下一圈白色烫痕，一般只要用煤油、酒精、
花露水或浓茶蘸湿的抹布擦拭即可。用碘酒在烫痕上轻轻擦抹，或涂上一层凡士林油，
隔两日再用抹布擦拭烫痕即可消除。（摘自《老同志之友》2014年6月下）

药物变质信号
药物储存不当或过了有效期会变质，服用变质
药物危害身体健康，因此要学会识别药物的变质信
号。
药物变质信号
胶囊剂有软化、碎裂或表面发生粘连现象；
丸剂有变形、变色、发霉或臭味；
药片有花斑、发黄、发霉、松散或出现结晶；
糖衣片表面已褪色露底，出现花斑或黑色，或者
崩裂、粘连或发霉；
冲剂已受潮、结块或溶化、变硬、发霉；
药粉已吸潮成发酵变臭、药膏已出现油水分层或
有异臭，均不能使用；
内服药水尤其是糖浆剂，不论颜色深浅，都要求
澄清，如果出现絮状物、沉淀物，甚至发霉变色，或
产生气体，则表明已经变质；
眼药水除了极少数为混悬液以外，一般都要求澄
清，而且不得有一点纤维，也不能有混浊、沉淀、变
色等，否则可认定为变质；
注射液不允许有变色、混浊、沉淀或结晶析出等
现象。
进口药物有效期怎么看
进口药物、营养品和保健品上面没有中文标识如
何识别？专家提醒，外包装上的药品有效期有三个英
文字母缩写“EXP”表示，后面紧随的就是药品的有效
期。所以患者拿回进口药物应在第一时间核对“EXP”
后药品截至多久有效，相应的药物储存方法则可以查
询一下网络上的药品中文说明书。
日常药物储存各有禁忌
鱼肝油怕光、益生菌类怕烫、止咳糖浆怕冷、丙
种球蛋白怕热、糖浆类、外用乳膏剂则非常“怕冷”，必
须室温保存。（摘自《晚晴报》2014.4.14）

米醋可除
厕所异味
家里的厕所，即使冲洗得
再干净，有时也会散发出一股
臭味。使用空气清新剂、芳香
剂等是不能从根本上去除这种
臭味的，只是暂时麻痹了人的
嗅觉，用一种气味掩盖了另一
种气味。其实，只要在厕所角
落放置一碗米醋，任其挥发，
臭味就会自然消失。
这是因为厕所里的臭味多
由粪便中的氨气所致，而米醋
中的醋酸分子会与氨分子发生
化学反应，生成一种无臭物质，
臭味就不复存在了。通常一碗
米醋（约250毫升）可持续用
一周，既经济方便，效果又理
想。还可以在厕所地上放一瓶
打开的清凉油，也能与臭味气
体起化学反应，从而消除异味。
此外还要注意，厕所要勤
打扫、勤通风，上完厕所后不
要马上关门。（摘自《老同志
之友》2014年6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