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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觅知音 ]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抒彦 整理

1号男士
年龄：63岁
身高：172cm
体重：72kg
学历：高中
工作单位：退休
个人状况：丧偶，一女在外地，已成家
择偶标准：53岁至60岁之间，已经退
休，孩子已经成家无负担的女士，望女
方能真心实意过日子
联系方式：15554226943

2号男士
年龄：50岁
体重：73kg
身高：173cm
工作单位：机关
婚姻情况：离异
个人情况：女孩归对方，有房有车
择偶标准：33岁至42岁之间，知书达
理之人，要求有稳定工作，青岛本地
人
联系电话：13573228037

1号女士
年龄：49岁
工作单位：有工作
家庭状况：母子同住
择偶标准：要求工资4000元左右，有
房、无负担，有事业心的男士为伴
联系电话：15092104185

2号女士
姓名：袁女士
年龄：33岁
身高：165cm
体重：65kg
工作单位：旅游部门主管
学历：大学本科
婚姻状况：未婚
个人情况：青岛本地人，家住市北区，身
体健康，温柔贤惠
择偶标准：孝顺，成熟稳重，身体健康，
有责任心，工作稳定，在本市定居的优
秀男士
联系电话：13808994290

3号女士
年龄：36岁

身高：172cm
体重：60kg
工作单位：外贸进出口公司内勤
择偶标准：年龄在39岁到41岁之间，身
高178cm以上，在青岛市有房，工作稳定
联系方式：13953201652

4号女士
年龄：44岁
身高：168cm
体重：68kg
工作单位：公司财务
婚姻状况：未婚
个人情况：青岛本地人，住市北
择偶标准：善良幽默、年龄55岁以内，
收入稳定，身体健康，青岛有房，有责任
心的有缘人
联系电话：15692320938

5号女士
年龄：57岁
身高：163cm
体重：60kg
工作单位：退休
个人情况：有房

择偶条件：形象气质佳，60岁左右男子
联系方式：13165053827

6号女士
年龄：58岁
身高：161cm
工作单位：退休
个人情况：有房
择偶条件：想找一个身高174cm左右，
60至65岁，无负担、爱干净的男子过日子
联系方式：18661931625

想找另一半快来报名吧

为了给社区内的单身男女提供一
个交友平台，本报特别推出《觅知音》栏
目，还在苦苦寻求另一半的读者可以与
我们联系，本报根据您的意愿免费刊登
您的基本信息和择偶标准。您可以将您
的信息（最好带个人生活照）发送到本
报邮箱（dunhuanews@126 .com），也可
以 电 话 跟 我 们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
15953223610。（友情提醒：爱情很浪
漫，交友需谨慎。）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抒
彦 整理

1、本人手头有跑步机
一台，带按摩功能，原价
2600元，现800元转让。有
意 向 可 联 系 高 先 生 ：
82788115。

2、本人手头有《爆漫
王》电影蓝光原版DVD，蓝
光豪华版ASMART预定
特典，原价548元购入，现
价500元包邮，未拆封。有
意 向 可 联 系 李 女 士 ：
13210131479。

3、有坐厕椅一把，去
年 8月份购买，几乎没用
过，原价260元，现80元低
价处理，如有需要，可以联
系邓女士：82033945。

4、本人手头有二手古
筝，出售价300元~500元，
有需要可以联系红岛路社
区帮到家物品置换中心：
68624577。

5、本人手头有吸痰器
一个、气垫一个，均九成新，
现低价转让，价格面议。如有
需要，可联系88628306或者
13105326010。
如果您家也有闲置的

物品，无论是想赠送还是低
价出售，均可拨打本报热线
15953223610，《敦化路新
闻》为您提供一个交易平
台，希望在这里您的物品能
找到新的主人，也希望在这
里能找到适合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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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角 ]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婷婷 整理

空调的运作方式，使得它具有“吸
尘器”一样的功效——— 抽进室内的空
气，经过潮湿的蒸发器全面接触后，再
吹进室内。这样，空调在使用一段时间
后，过滤网、蒸发器和送风系统上都会
积聚大量的灰尘、污垢，产生大量的细
菌、病毒。这些有害的物质会随着空气
在室内循环，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呼吸
系统、免疫系统造成危害，引发各种疾
病，还可能使心脑血管等慢性病复发。
不仅是健康的问题，空调中的污垢

还会降低空调的制冷效率，增加能耗，

缩短空调的使用寿命。而且，若是空调
过滤网长期不清洗，会影响空调吸收室
内热量。这时，制冷系统会吸收自己的热
量，在非正常状态下工作。逐渐的，空调部
件的温度将会升高，制冷系统的保护性能
将会变差，最终可能导致事故发生。
空调长时间使用后，内部受潮会滋

生大量真菌，容易导致哮喘、曲霉菌肺
炎等。如果不对空调进行清洗，开机后，
霉菌就直接从出风口扩散到空气中，对
婴幼儿和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威胁很大。
因此，空调一年最好应清洗1~2

次，重点清洗的部位是空调的过滤网，
以及空调的蒸发器。
清洗空调过滤网，首先应该断电将

其取下，积灰比较少时，用水洗或者用吸
尘器吸都可以；积灰严重时，可将其放在

含有中性洗涤剂的水中浸泡15分钟，洗
干净后甩干水分并将其放在阴凉处晾干。
空调蒸发器的清洗主要分两步：第

一步是将空调室内机的面板拆下，找到
空调蒸发器，将专用的泡沫清洗剂摇匀
后，均匀地喷在空调蒸发器上，然后将
盖子盖上。第二步：开启空调并把风量
及制冷量调至最大，保持30分钟即可。
为避免出风口吹出一些泡沫及脏污，可
用一块湿布盖住出风口。
清洗空调应避免使用酒精擦拭内

机，否则可能会引起事故。这是因为酒
精燃点低，若是用酒精擦拭空调内机并
立刻通电，电火花可以直接引燃酒精，
从而引发事故。而且在清洗后，一定要
等机内部件全部干透再运行空调，否则
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按时清洗空调，有益身体健康

[ 实用贴 ]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抒彦 整理

天气干燥、气温下降，秋季是很多
疾病的高发期。鼻炎、咽喉炎等盯上了
人们，影响生活，那么此时应该如何正
确用药呢？

鼻炎：鼻塞少用滴鼻剂
很多人秋天总感觉鼻子干，好像有

东西堵在里面，擤鼻涕、咳嗽时，鼻腔会
出血。一旦遇到花粉、粉尘等刺激物，还
容易引起过敏性鼻炎。因此，呼吸道功
能较差的人在秋天鼻炎很容易复发。

专家分析：急、慢性鼻炎和过敏性
鼻炎患者普遍存在用药误区，大多数慢
性鼻炎都是由急性鼻炎转化的。反复发

作3个月以上被称为慢性鼻炎，症状为
进行性鼻塞、流涕，伴有轻度发热、乏
力、头痛等。患者一旦上述症状反复发
作，应提高警惕，及时就医，不要在家乱
服药，以免使病情迁延。

专家“药方”：不建议在鼻塞时使用
滴鼻剂等收缩血管的药物来缓解症状。
因为这类药一旦代谢完，各种症状会再
次复发。如此反复，很可能诱发药物性
依赖性鼻炎。
鼻炎发作时，可采用鼻腔局部用

药，如伯克纳、辅舒良等喷鼻剂。使用方
法：每天对鼻腔喷雾1~2次，症状得到
控制后，可逐渐减量。鼻舒适片也是治
疗鼻炎的良药，具有清热消炎、通窍作
用，每次用4片，每天3次。

咽喉炎：抗生素加重症状
夏季出汗过多后，身体各组织均处

于水分不足状态，秋季一旦受到风寒，
很容易引起咽喉炎。

专家分析：秋季是急、慢性咽喉炎
的高发季，加之气温变化大，患者会伴
有咽喉肿痛、咽干、咽痒、咳嗽、声音嘶
哑等，常被误认为感冒。

专家“药方”：对咽喉炎患者来说，
大剂量使用抗生素，不仅不能减轻咽喉
疼痛、发痒、发干等症状，反而容易产
生副作用。因此，以发热、咽喉部灼
热、咽干为主要症状的急性咽喉炎，
可雾化吸入庆大霉素或口服头孢拉
定胶囊。以发痒、喉部发干、声音嘶哑
为主的慢性咽喉炎，可用蒸气吸入法
治疗，即用茶杯盛半杯开水，加入复
方安息香酸酊0 . 5~1毫升，杯口用厚
纸盖好，挖一个直径4厘米的孔洞，患
者对准孔洞深吸气，直至热气蒸发
完，每日2次。

秋季疾病高发，送您贴心药方

所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行业选择对于一个人的意义毋庸置疑。
对于广大创意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进入
这个行当大多是基于理性的选择。国内
最大招聘平台58同城招聘近期调查结
果显示，77 .5%的从业者都表示自己的

能力得到全方面的锻炼，58 .4%的从业
者表示自己是出于兴趣而入的行。
在58同城、赶集网、中华英才网、

招才猫等平台，许多公司都高薪招聘创
意人才。业内人士称，尽管我国市场、公
关、广告、设计等行业已兴起多年，但放

眼国际，我们仍存有差距。也许正是这
个原因，企业对员工的能力素质要求则
更为综合且全面。无论是自身的格局视
野、与客户的沟通交流能力，还是对新
事物的捕捉理解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等，都有较高的要求。刘江

八成创意从业者认为能力得到锻炼

招募内勤、销售助理等5人

岗位职责：1、负责公司后台日常
运营，包括产品的包装策划、上架及宣
传，推广文案写作；2、参与公司产品
运营及用户互动、产品宣传、渠道平台
维护；3、参与团队的管理及维护，及
时沟通，反馈市场信息。
任职要求：1、大专以上学历，计

算机、市场营销、广告、电子商务等相
关专业；2、会简单的图像处理（熟悉
html语言者及Photoshop设计软件
者优先）。
待遇：底薪三千+单休+五险。
联系电话：18865326805，张先

生。青岛极简智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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