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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宁德气温普遍较低，由于
感冒引发中耳炎到医院就诊的患者比平
时多了起来。患者林先生告诉记者，他
上周末从福安老家回来，由于下雨气温
降低，他患上感冒。“刚开始只是流鼻涕，
就上药店买了感冒药。这两天总感觉耳
朵闷，听不清楚别人讲话声，这才来看医
生。”林先生说，经医生诊断，自己患了分
泌性中耳炎。

什么是分泌性中耳炎？魏日富告
诉记者，我们的耳朵分成外耳、中耳
和内耳。分泌性中耳炎是以中耳积液

及听力下降为特征的中耳非化脓性炎
性疾病，为耳鼻喉常见疾病之一。分
泌性中耳炎常有耳朵闷堵、耳鸣、听
力下降等症状。通常，冬春交替之
际，气温仍比较低，人们易患呼吸道
疾病，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就容易诱
发中耳炎。

医生提醒市民，春季是分泌性中耳
炎高发季节，若出现耳部不适要及时就
诊，早发现、早治疗能提高治愈率，减少
并发症、后遗症的发生。
□ 本报记者 郑舒 通讯员 陈丽芳 文/图

耳朵是人们获取外界声音、与人沟通的重要器官
之一。然而，很多人往往重视保护视力，却忽视了耳朵
健康。3月3日是第 18个“全国爱耳日”，也是第5个

“国际爱耳日”。今年爱
耳日的主题是“防聋治
聋，精准服务”。日前，
记者就我市听力障碍的
发病概况、如何防聋治
聋等问题进行走访。

记者从宁德市残联了解到，目前宁
德全市登记办理听力残疾证的残疾人有
9591人，其中有不少是0至6岁儿童。

宁德市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魏
日富说，听力障碍分为先天性和后天造
成的两种。先天性听力缺陷除了遗传因
素外，还有可能是母亲在怀孕期间使用
药物或者感染病毒导致。因此，孕妇在
在怀孕期间，尤其是前 3个月内，如果患
上风疹、病毒性感冒等，或随便服用药
物，都会对胎儿造成不利影响。

“如今，由于我国新生儿听力筛查

的普及，许多听力障碍的小儿在出生不
久便能诊断出是否有听力问题。”魏日
富说。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
示，我国 0至 14岁儿童总数超过 2.2亿，
其中听力残疾儿童总数超过 460万人，
青春期听力障碍发病率高达 3.5‰。听
力残疾中 50%是可以通过初级耳科保
健加以预防和避免，而初级耳科保健又
是预防听力残疾最基本、最有效、最经
济的手段和途径。因此，做好儿童听力
健康早期发现具有重大抢救性意义。

“正月里，我们医院耳鼻喉科接诊
的耳鸣患者中，有不少是被鞭炮震伤耳
膜的。”魏日富说，过年放鞭炮是中国人
的传统习俗，不少市民认为过年如果不
放鞭炮就少了很多过年气氛。不过，他
提醒市民，日常生活中，遇到燃放鞭炮
应尽量远离现场，同时用手捂住耳朵，

以预防外伤性耳聋。那么，日常生活
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细节来保护我
们的耳朵呢？

2月 27日中午，在宁德五中门口，记
者随机登上一辆 15路公交车。一上车，
便看到多名背着书包的中学生戴着耳
机，记者站在他们身旁能听到耳机里传

出来的音量很大。“坐公交无聊，听音乐
还能放松放松。”学生小陈的话代表了部
分耳机族的想法。对此，魏日富说，长期
用耳机听音乐，听觉会出现疲劳、损伤，
引起听力减退，甚至患上噪音性耳聋。
因此听歌时，音量最好控制在还可以听
到别人说话为宜，听20至30分钟就要休
息一会儿。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不少市民觉得
掏耳朵很舒服，没事就经常掏。耳屎在

医学上叫耵聍，是外耳道耵聍腺的分泌
物，对外耳道皮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魏日富说，耳屎是不需要经常掏的。“有
的人喜欢用棉签掏耳朵，这是不可取
的。因为外耳道是弯曲的，棉签是直的，
用棉签掏容易把耳屎往里捅，不仅掏不
出耳屎，还会损伤耳道，而且还会刺激耵
聍腺分泌，反而使耳屎更多。”魏医生说，
平时生活中，多注意这些细节，对保护听
力、防治耳鸣耳聋有帮助。

初春时节，万物复苏。勃勃生机孕育之时，3月 1日
起，一批中央和地方新规也将呱呱落地，其中包括邮政
包裹投递时间将缩短，有 7类网购商品不适用于七天无
理由退货，跨省市购买车票要实名……这些新规与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保障民生权利，护佑社会公平。

信件邮政包裹投递时限大幅缩短

新修订的《邮政普遍服务》标准 3月 1日开始施行。
新标准大幅提升了对邮件全程时限的要求。

对于信件全程时限，新标准规定，省际地级以上城
市间，省际其他地区之间的最长时限分别由现行标准的
9天、15天，缩短到 7天、8天送达。普通包裹和印刷品
的全程时限，在省际地级以上城市间、省际其他地区之
间分别由原来的15天和20天，缩短到8天和9天。

另外，投递方式也得到改进。新标准规定包裹由投
递包裹领取通知单改为按址投递包裹实物，其中城市全
部按址投递；农村地区(包括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乡、镇
其他地区)5千克以下包裹按址投递到户或投递到村邮
站，5千克以上包裹可投递领取通知单。新标准规定，
每个县级行政区内应至少有一个开办国际及港澳台邮
件业务的邮政营业场所，每个乡、镇应至少有一个提供
包裹领取服务的邮政营业场所。

在保护用户权益方面，新标准增加了应公示营业时
间、邮件时限，细化了用户投诉规定，用户投诉答复结果
时限由现行标准规定的30个工作日缩减为15日。

7类网购商品不适用7日内无理由退货

《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3月 1日
起正式施行，明确了 7类网络购买商品不适用于 7日内
无理由退货规定。

根据办法，4类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包括：
①消费者定做的商品；
②鲜活易腐的商品；
③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

件等数字化商品；
④交付的报纸、期刊。
此外，还包括 3类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可以不适

用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的商品：
①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

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
②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
③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

品。
同时，网络商品销售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办法将

依规对销售者予以处罚：
①未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擅自以商品不适用 7

日无理由退货为由拒绝退货，或者以消费者已拆封、查
验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退货的；

②自收到消费者退货要求之日起超过 15日未办理
退货手续，或者未向消费者提供真实、准确的退货地址、
退货联系人等有效联系信息，致使消费者无法办理退货
手续的；

③在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超过 15日未向消费者返
还已支付的商品价款的。

庭审活动须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
若干规定》3月 1日起正式施行。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应
当在法庭内配备固定或者移动的录音录像设备，对庭审
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平
台、诉讼服务平台以及其他便民诉讼服务平台，为当事
人、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等依法查阅庭审录音录像提
供便利。当事人、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等可以依照规
定复制录音或者誊录庭审录音录像，必要时人民法院应
当配备相应设施。

同时，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任何人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
录音录像，不得对庭审录音录像进行拍录、复制、删除和迁
移。行为人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规定追究其相应责任。

电影院放映中不得插播广告

我国文化产业领域首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
产业促进法》3月1日起施行。法律规定，演员、导演等电
影从业人员应当坚持德艺双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
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此外，法律还提出降低电影行业准入门槛，调动全
社会参与热情，激发市场活力；通过加大财政、税收、金
融、用地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对电影产业给予立体的制
度支持；同时，通过扩大监管范围，完善监管措施，细化
监管程序，加大打击力度等，进一步规范产业发展和市
场秩序。

法律在推动电影公益服务、维护观众权益方面也提
出了具体举措，如要求将农村电影公益放映纳入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由教育和电影主管部门共同
推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电影并采取措施支持
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费观看等。

法律还规定电影院在向观众明示的电影开始放映
时间之后至电影放映结束前，不得放映广告。电影院未
如实统计销售收入，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进口化妆品信息可全过程追溯

国家质检总局《进口化妆品境内收货人备案、进口
记录和销售记录管理规定》3月 1日起施行。中国境内
的收货人必须在进口化妆品收货人信息化平台上登记，
提交进口和销售记录。对进口化妆品信息实施全程追
溯，可保证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时能迅速召回问题产品，
保障消费安全。

汽车票遗失可免费补办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
定》自 3月 1日起开始实施。新规要求：省际、市际客运
班线的经营者或者其委托的售票单位、起讫点和中途停
靠站点客运站，应当实行客票实名售票和实名查验。根
据《规定》，旅客遗失客票，经核实身份信息后，售票人应
当免费为其补办客票。 □ 央视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一批新规暖政3月份开始施行

时下正是草莓大量上市的季节，草莓的维生素
C含量非常高。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维生素 C除了
可以预防坏血病外，对动脉硬化、冠心病、心绞痛、
脑溢血、高血压、高脂血症等疾病，都有积极的预
防作用。

此外，草莓中的胡萝卜素是合成维生素A的重
要物质，具有明目、养肝的作用。国外最新研究还指
出，草莓中含有一种胺类物质，对治疗白血病和再生
障碍性贫血有一定的功效。

草莓最好在饭后吃，因为其含有大量果胶及纤
维素，可促进胃肠蠕动、帮助消化、改善便秘，预防痔
疮、肠癌的发生。

由于草莓外表粗糙，而且皮很薄，一洗就破，
所以清洗起来比较困难。很多人为了图省事，简
单地用水冲一冲就吃。其实，草莓属于草本植物，
植株比较低矮、果实细嫩多汁，容易受病虫害和微
生物的侵袭。因此，种植草莓的过程中，要经常使
用农药。这些农药、肥料以及病菌，很容易附着在
草莓表面，如果清洗不干净，很可能引发腹泻，甚
至农药中毒。

□ 人民

三种水清洗草莓最干净

重视生活细节 保护耳朵健康

▶2 月 28 日，市医院耳
鼻喉科门诊室，医生为患者
检查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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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自来水不断冲洗，流动的水可避免农
药渗入果实中。

2.洗净后不要马上吃，再用淡盐水或淘米
水浸泡5分钟。淡盐水可以杀灭草莓表面残留
的有害微生物；淘米水呈碱性，可促进呈酸性的
农药降解。

需要提醒的是，洗草莓时，注意千万不要把
草莓蒂摘掉，去蒂的草莓若放在水中浸泡，残留
的农药会随水进入果实内部，造成更严重的污
染。另外，也不要用洗涤灵等清洁剂浸泡草莓，
这些物质很难清洗干净，容易残留在果实中，造
成二次污染。

怎么清洗草莓最干净呢？

我市近1万人患有听力障碍

春季是分泌性中耳炎高发季节

防治耳鸣耳聋重在生活细节

老掉牙，不全是老的事！

人老了，牙齿也在逐渐变老，很多老
年人因为年轻时不重视口腔护理，上了
年纪以后牙齿磨损严重，每天吃东西囫
囵吞枣，增加了肠胃负担，也影响营养的
吸收，身体自然很难强壮。

最美不过夕阳红，最糟莫过嘴空空

牙齿生病，还会引起身体其他疾病，
如牙周炎容易引起糖尿病等，大量掉牙
的老人最容易患上老年痴呆症。

有研究发现，口腔中牙齿越少的人，
发生脑卒中的危险越大。所以牙齿不好
了，健康状况会越来越差。

重塑新牙，让缺牙老人老有所依

老年人可以选择做一副活动假牙，
或者选择种植牙，尤其种植牙，好比人的

“第二副恒牙”，在恢复咀嚼功能、维护口
腔状况方面均远远好于活动假牙，对人
身体健康的恢复、生活品质的改善有着
重要意义。

但往往开始装上假牙并不习惯，也
影响咀嚼，因此，饮食要很好地安排和制
作，少吃多餐，慢慢度过这一段时间，逐
渐适应和习惯。

吃嘛嘛香，才能谈健康长寿

拥有一口好牙，才能吃得香、睡得
香、身体棒，尽情享受活力的晚年生活和
自信的老年人社交。当然，花点时间，定
期上医院进行口腔护理也是非常有必要
的，及时治理口腔小毛病，晚年生活美好
无限。

3 月 12 日（星期日）厦门口腔医院
【叶明福博士】莅临宁德康美诺口腔医
院，有相关需求的市民可拨打 8998111
提前预约，与专家面对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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