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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蓝光眼镜真能护眼吗防蓝光眼镜真能护眼吗

张老太最近闹了一场重感冒，
因为家务事多，没有彻底治好。几
天以后，突然感到胸闷胸痛、心慌
气短、四肢无力、没食欲。她纳闷
感冒基本上好了，为什么心脏又闹
起了毛病？于是忙到医院检查。
医生通过检查，诊断她患上心肌
炎，让她入院治疗。经过两个星期
治疗才恢复了健康。

春季气候干燥，再加上气候变
化剧烈，很容易患感冒,感冒后若
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彻底，便会引
起心肌炎。有些人自认为身体壮，
小病能抗过去，感冒后往往不能彻

底治疗，结果感冒病毒侵入心脏的
肌肉，引起病毒性心肌炎。这种病
先出现发热、嗓子痛、咳嗽、吐痰、
恶心等症状，以后出现胸痛、胸闷、
心慌气短、食欲不振、四肢无力
等。心跳加快很明显，严重的出现
心律失常、下肢水肿、面色发紫、不
能平卧等。不同的患者，临床表现
也不同，有些人会从没有症状到发
生晕厥、休克甚至突然死亡，有些
人通过正确治疗完全恢复健康，有
少部分人转成慢性心肌病，久治不
愈。

预防心肌炎，首先要预防感

冒 。如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加
衣服和被褥，防止身体着凉，如果
发生了感冒，就要积极进行彻底地
治疗。万一不慎引起了心肌炎，最
好入院治疗。治疗心肌炎的原则
有三：一是对原发病感冒的抗病毒
治疗，常用的药物有金刚烷胺、吗
啉胍、阿奇霉素等。二是对症治
疗，如发热用退热药，胸痛用止痛
药，心律失常用抗心律失常药。三
是使用促进心肌代谢的药物，如维
生素 C、三磷酸腺苷、辅酶 A 等。
同时，并要多饮水，适当卧床休
息。 董天恩

美国《营养学评论》杂志刊登
华盛顿大学牙科学院一项新研究
建议，发现牙龈出血时，除保持口
腔卫生，还应在饮食中多增加维
生素C的摄入量。

研究发现，轻微探诊时牙龈

出血、有牙龈出血倾向、眼部出血
或视网膜出血等症状与血液中缺
乏维生素C密切相关。补充维生
素C可逆转与视网膜出血症状。

研究人员分析指出，事实上，
科学家30多年前就注意到牙龈出

血与维 C 水平偏低之间的关联
性。然而，长期以来，医学界过度
关注通过刷牙或使用牙线清洁口
腔治疗出血症状，这导致“补充维
生素C治疗牙龈出血”的边缘化。

研究人员建议，将橙子、猕猴

桃、辣椒和羽衣甘蓝等富含维生
素 C 的非加工食品纳入日常饮
食，有助增加维生素 C 摄入量。
如果通过饮食摄入维生素C依然
不足，不妨每天补充100~200毫克
维生素C。 徐澄

随着电子产品引发的视疲劳、
近视等问题日益突出，防蓝光眼镜
开始热销。这些眼镜宣传能“阻挡
电子产品发出的有害蓝光”“缓解

眼疲劳”，甚至还能
“预防近视”，被称为
“护眼神器”。但事
实果真如此吗？

72 批次眼镜中

19批次不合格

上海市市场监
管局近日对电商平
台上热销的防蓝光
眼镜进行了专项监
督抽查，共涉及 5 个
电商平台的 72 批次
防蓝光眼镜产品，价
格从 29.9 元到 1130
元不等。经过检测
结果发现，72批次防
蓝光眼镜中有 19 批
次不合格，不合格率
26.4％。

防蓝光性能不达标

国家眼镜玻璃搪瓷制品质检中
心承担此次抽查任务，检验工程师
张徐晶介绍，防蓝光性能首先检测

的是 380纳米到 500纳米波段的蓝
光透射比。在此次检测的样品中，
发现标称宝捷牌、康友牌和斐乐牌
的3批次产品未能达标。说明该产
品不属于防蓝光眼镜产品，起不到
防护作用。

商家明示的防蓝光参数与实测

不符

记者注意到，电商平台上销售
的防蓝光眼镜中，有不少都标出了
具体的防蓝光参数。检测人员在抽
查中发现，共有9批次防蓝光眼镜，
商家明示的蓝光透射比与实测不
符，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大多贴
牌加工检测工程师介绍，电商平台
上的防蓝光眼镜大多以贴牌加工为
主要的生产模式。本次抽查的 72
批次产品虽然都宣称具有防蓝光功
能，但有33批次产品标注的执行标
准与蓝光防护没有任何关系。有的
执行的是眼镜架标准，有的执行的
是太阳镜标准，还有 2 批次甚至没
有标注任何执行标准。

有销售企业片面压低产品出厂
价使用劣质原材料据了解，蓝光阻
隔剂和防蓝光膜层是决定防蓝光性
能的关键原材料。一些企业为了节
约成本，片面压低产品的出厂价，使
用劣质原材料。记者发现，这次被
检出不合格的防蓝光眼镜中大多数
都是低端产品，有 12 批次售价在
200 元以下。行业专家称，不合格
的防蓝光眼镜不但起不到防护作
用，有些产品的镜片还会出现偏色、
清晰度下降等问题。长期佩戴反而
会造成视疲劳、眼睛胀痛等眼部不
适。

蓝光都要屏蔽掉？部分波段蓝
光是人体必需，不少商家为了增加
销量，在销售防蓝光眼镜时大力宣
传生活中特别是电子产品的蓝光危
害。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
布提醒指出蓝光照射只有达到足够
的时间和强度后，才有可能造成视
网膜伤害。据了解，蓝光波长在
380纳米～500纳米之间，除了自然

界中的太阳光，手机、电脑等电子产
品的显示屏以及节能灯、LED灯等
人造光源中都含有蓝光。

专家介绍，视细胞在接受高强
度短波蓝光照射时耐受程度低，容
易出现损伤。但是蓝光并非都有
害，有些波段的蓝光还是人体必需
的有益光，起着调节人体生物钟、稳
定情绪等作用。如 445纳米以上的
蓝光，特别是460纳米到490纳米波
段的蓝光，可以有效地抑制褪黑素
的分泌。如果将其屏蔽，人体血压、
心率等正常生理节律可能会受到影
响。

据介绍，电子产品和人造光源
中的蓝光对人眼是否产生危害取决
于接触的波段、强度和时间等多个
因素。如果每天看屏幕时间较短，
就不需要特殊防护。经常性长时间
接触电子屏幕，可以选择佩戴防蓝
光眼镜。

据央视新闻、每周质量报告

耳朵是我们聆听世界的窗户，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约有 4.66亿人
患有残疾性听力损失，其中儿童
3400 万，成人 4.32 亿。那么，为了
听力健康，生活中有哪些是我们需
要及时规避的不良习惯？

掏耳不当

包括：用力过度；掏耳过于频
繁；使用硬物掏耳，例如耳勺、火柴
棒等。

掏耳不当容易造成外耳道损伤
甚至出血，如果感染易形成化脓性
中耳炎，严重者可致听力下降。

地铁、公交上戴耳机

很多人习惯在地铁、公交等交

通工具上戴耳机听音乐，因为周围
环境嘈杂便会不自觉把音量调大。

而近距离、高分贝的噪声极易
造成内耳毛细胞损坏甚至死亡，久
而久之就会引起噪声性耳聋，这样
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

打喷嚏时捂紧口鼻

人体中有一个咽鼓管，维持着
中耳与外界的压力平衡，打喷嚏时
捂紧口鼻，耳朵的压力会随之增大，
作用于耳道鼓膜，严重时造成鼓膜
穿孔。

细菌、病毒也更容易随气流进
入中耳鼓室，从而引起急性中耳炎，
导致听力下降。

滥用抗生素

滥用抗生素会损伤听力，严重
的会造成耳聋。

据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信息
显示，我国 7 岁以下儿童因为不合
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
30万。

在酒吧、KTV待太久

60～70 分贝的声音对人耳是
比较舒适的，80～90分贝就会感觉
到吵闹，神经细胞会受到破坏。而
酒吧、KTV等娱乐场所的声音强度
往往超过了 80分贝，待久了会使内
耳毛细胞损坏甚至死亡，造成听力
下降。

负面情绪

研究发现，负面情绪可能会诱
发突发性耳聋。

过去，中年人是突发性耳聋多
发群体，但现在“突聋”正在年轻化，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能占到 30%，很
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压力加上随之而
来的负面情绪。

长期熬夜

临床数据显示，一般年轻的耳
鸣、耳聋患者在出现症状前大多有
熬夜的经历。

实现“人人享有听力健康”，需
要每个人身体力行从日常生活做
起。 据健康之路

打喷嚏、戴耳机…

这些行为正在偷走你的听力

足癣是真菌感染引
起的疾病。中医认为，
本病属于“脚湿气”“脚
气疮”范畴，主要病因多
为湿热下注，湿热毒邪
郁久，灼伤津液、阴血，
使得血虚风燥、肌肤失
养。

推荐一个外用方：

五倍子 30 克、枯矾 20

克、冰片 10 克、苦参 3

克、明矾 20克，用香油

和成糊状，均匀涂于患

处，纱布包扎，3~4天换

药一次。

五倍子酸涩收敛，

具收湿敛疮的效果；枯

矾外用，具有消炎、杀

虫、止痒的功效；冰片味辛苦、性

微寒，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其

具有止痛、防腐、抗炎等作用；苦

参可清热燥湿、祛风杀虫，用于

皮肤瘙痒、湿毒疮疡；明矾可解

毒杀虫、燥湿止痒，临床多外用，

常用于湿疹或疮疡性疾病。五

味药配伍应用，燥湿止痒之力较

强，对足癣水泡以及出现糜烂、

渗液、脓疱等有良效。加上香油

作使药，可改善患处皮肤干燥，

促进痊愈。 代金刚

前不久，在药物咨询门诊，一
位患者问我：“我在家熬的中药有
很大酒味，喝完后头特别晕是什么
原因？需要停药或者换药吗？”我
看了一下患者的中药处方，其中含
有较大剂量的酒萸肉、酒女贞子、
酒黄精、酒苁蓉、酒地黄、酒当归、
酒淫羊藿等带“酒”的中药，患者头
晕正是这些药物所致。

中药材一般需要经过炮制方
可入药，酒制是中药炮制的一种常
用方法。常规情况下每日中药饮
片的服用剂量一般不会超过 200
克，其中含有的酒制中药饮片则更

少，患者通常不会因为酒精问题影
响生活，即便驾车也不会有事。但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部分人群对
酒精代谢严重不足或过敏，或者医
师开具大剂量的酒制饮片，患者服
用后就有可能出现一些不适症状。

上述患者平常对酒精就十分
不耐受，他的处方中酒制中药饮片
味数又偏多且剂量较大，所以煎煮
出的中药汤药有明显的酒味，服用
后才会出现头晕的“醉酒”症状。
因此，日常对酒精不耐受或过敏的
患者，就诊前应明确告知医师，以
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刘金伟

咀嚼片直接吞服，或
简单嚼两口就用水冲服下
去，虽然不会增加药物的
不良反应，但会延长药物
产生药效的时间，不利于
药效的充分发挥。

临床上常需要咀嚼的
药物包括铝碳酸镁片、酵
母片以及要嚼服的中药大
蜜丸等，它们的使用方法
和注意事项各有不同。

铝碳酸镁片 它是一种
胃药，被嚼碎后形成微小
颗粒，进入胃中，在胃壁上
形成一层保护膜，从而减
轻胃内容物对胃壁炎症和
溃疡的刺激，达到保护胃
的作用。如果药物没有被
充分咀嚼，或者整粒吞服，
无法形成小颗粒，就不能
形成保护膜，药效自然大
打折扣。该药建议在餐后
1~2小时、睡前或胃不舒服
时服用，应咀嚼5~6分钟后

再咽下，充分嚼碎后也可用少量温
水送服。

酵母片 该药一般用于治疗消
化不良、营养不良、食欲不振等。因
其含有较多黏性物质，如果不嚼碎
服用，容易在胃内形成黏性团块，影
响药物吸收。建议饭后嚼碎服用，
咀嚼时间宜长一点，最好不少于5~6
分钟。

中成药大蜜丸 此类药最佳服
用方法是充分咀嚼后咽下，但某些
较苦的药丸口感欠佳，可将其掰成
小颗粒丸，再用温水送服。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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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完中药像醉酒，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