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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内医院执行分级诊
疗和逐级转诊制度

记者在眼科联盟启动大会上
了解到， 联盟成员单位将实现多
中心临床数据与病例资源共享，
通过大数据分析， 系统地了解我
国国民眼健康现状， 从而为国家
制定防盲治盲政策提供依据。 各
成员单位执行分级诊疗和逐级转
诊制度， 发挥各自的优势， 共同
努力提高联盟整体医教研防水
平， 提高我国国民眼健康水平。

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 、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王宁利表示，
“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与北京同
仁医院共同组织的全国眼科联
盟，将集中全国眼科学专业力量，
实现专家、临床、科研、教学等各
种资源共享，以患者为中心，执行
分级诊疗和逐级转诊制度。 ”

科学爱眼护眼 从关注生
活细节开始

现如今近视的人那么多， 除
了极少一部分人是遗传因素之
外， 大部分人都是后天形成的，
尤其是因为不注意生活的细节，
从而让这些生活小细节严重地伤
害到眼睛的健康， 因此注意平常
生活的细节是非常重要的。

选配合适的眼镜
一副不合适的眼镜不仅起不

到矫正视力的效果， 反而会加重
视力减退， 严重时会引起头痛、
头昏、 恶心。 那么， 怎样才能选
配到合适的眼镜产品呢？

首先应该到正规的、 信誉较
好的眼镜店去找有经验的验光
师， 并告知其所配眼镜的用途。

当拿到验光处方单时， 可以
根据自己的脸型、 参数和价格来
挑选合适的眼镜架和眼镜片， 眼
镜店会按照验光处方单的参数和
要求进行加工制作， 制作完成的
眼镜， 其各项指标应符合国家标
准规定的要求。

对眼镜架质量的识别主要可
考虑以下几条： 弹性好的眼镜架
一般质量较好； 镀层光滑、 亮泽
的眼镜架质量较好； 焊点光滑、
小而均匀的眼镜架质量较好； 零
部件装配紧密者为好。

地砖太亮视力下降
据专家介绍， 一般白粉墙的

光反射系数为69%—80%， 镜面
玻璃为82%—88%， 而居室的墙
壁、 地面用某些瓷砖 (主要指抛
光砖和一部分仿古砖 ) 装饰后 ，
光反射系数高达90%， 大大超过
人体所能承受的生理适应范围，

会造成光污染， 不仅会对视网膜
产生刺激， 还会给人眼的角膜和
虹膜造成伤害。

研究发现， 长时间在白色光
亮污染环境下工作和生活的人，
视力会急剧下降， 白内障的发病
率也高达45%， 同时容易出现头
昏、心烦、失眠、食欲下降、情绪低
落、 身体乏力等类似神经衰弱的
症状。 光污染还会对人眼的角膜
和虹膜造成伤害， 抑制视网膜感
光细胞功能的发挥。调查显示，长
期受到周围环境中各种光污染的
侵害， 也是目前我国青少年近视
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电脑办公族的眼睛保养
很多上班族一坐在电脑前面

工作 ， 常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
时， 久而久之就会觉得不但腰酸
背痛， 而且眼睛也跟着疲劳、 酸
涩起来， 如果常此疲劳不加以改
善的话， 不但在外观上会有黑眼
圈、 白眼球布满血丝等的改变，
日久还会造成视力的减退、 视神
经的不协调等问题。

用眼时的注意事项：
平时使用计算机或看书、 看

报 ， 最好每30分钟休息5分钟 ，
站起来走动一下， 或看看窗外，
把一直注意近距离的视线拉长。

与计算机屏幕的距离不可短

于30公分， 使用防辐射认证的护
目镜，避免辐射线对眼睛的伤害。

若眼睛干涩、 发痒， 先将眼
睛闭起来休息几分钟， 再张开，
千万不要用手去揉眼睛。 若无改
善就必须就医， 因为有可能是其
它的感染所致。

日常的眼睛保养:
多喝水： 注意水分的补充 ，

可改善眼睛粘膜干涩状态。
滴眼药水、 生理盐水、 人工

泪液： 有戴隐形眼镜的人常常会
靠这类的眼药水来保护眼睛； 有
些人则是为了防止眼睛干涩， 也
会在药房自行购买一些眼药水来
点， 但要注意的是药水的来源，
最好还是由医生诊断所开出的，
比较保险。

冷、 热敷： 在眼睛疲劳的时
候可以使用冰敷与热敷交替， 但
不可冰到或压到眼球， 热敷也是
一样， 一次不超过5分钟， 可以
配合眼睛上下左右的旋转， 多做
几次， 可以改善眼睛周围的血液
循环， 对因疲劳造成的黑眼圈也
有很好的效果。

平时可多吃些含有β-胡萝
卜素的食品 ， 如 ： 红萝卜 、 木
瓜、 西葫芦、 绿色蔬菜等， 有些
人在办公室会泡些枸杞茶或是决
明子茶， 这些都是对眼睛很有帮
助的东西。

近日， 丰台工商分局科技园
区工商所召集四家试点商务楼宇
主要负责人就消费调解相关工作
召开关于建立 “科技园区消费调
解服务站” 的指导会议。 此次建
立消费调解服务站旨在让商务楼
宇协助解决消费纠纷问题， 更好
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规范
企业经营行为， 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 ， 引导并促进企业良性发
展。 在丰台消费者协会的大力
支持下， 园区工商所筛选出四家
有意愿参与消费调解的商务楼
宇， 建立试点消费调解服务站。
每座试点商务楼宇将设立一个消
费调解服务站， 一名站长和一名
调解员负责调解事宜。 工商所有
专人负责与服务站对接工作， 并
定期对服务站投诉处理时效、 结

果等进行汇总、 分析及指导， 确
保投诉得以及时妥善处理 。 同
时， 园区所将定期组织服务站人
员进行业务知识、 法律知识和服
务礼仪等方面培训， 提高服务站
人员业务水平和服务水平。

陈海平

指导辖区商务楼宇
建立消费调解服务站

丰台工商分局

科科学学爱爱眼眼护护眼眼
助助你你““睛睛””彩彩一一生生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唐唐诗诗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人真的“越看越好看”

①经常发热、 虚火较旺的人
群不宜长期过量食用大蒜， 因为
大蒜中的某些成分对人体的黏
膜、结膜组织具有刺激性作用，影
响治疗效果。 ②腹泻时不宜多食
大蒜。肠腔处于紧张应激状态时，
大蒜产生的大蒜辣素反而加重对
肠壁的刺激，容易导致病情加重。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发
现， 看对方时间越长， 会越觉得
对方有魅力。 这种效应是缘于人
们对面孔的知觉加工过程， 注意
时间延长， 会影响到大脑更高层
次的感知功能， 对他人的吸引力
进行重新判断， 原来这就是自己
越来越美的原因。

备孕， 不只是女性一个人需
要做功课， 男士也应注意很多：
饮食以多元素 、 营养 、 清淡为
宜。 如， 奶类、 蛋类、 大豆、 小
麦和玉米等等， 含必需氨基酸种
类齐全、 数量充足、 比例适当。
尤其注意要禁烟酒。 另外， 含有
微量元素锌、 硒比较多的食物也
可以适当增加。

工作狂们小心了， 过度加班
会伤害你的小心脏 。 韩国一项
8000人参与的调查发现， 与每周
工作40小时的人相比， 每周工作
60个小时以上的人， 患冠心病的
风险要高出42%。 此外， 工作时
间越长， 也越容易染上酗酒、 抽
烟等恶习。

老加班易得心脏病

备孕时男士也需注意

大蒜虽好却也有副作用

全国眼科联盟在京成立

眼睛是人体最重要的感觉器官之一， 90%的外界信息来自眼
睛。 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 是每一个人的愿望。 根据 《全国第
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 结果显示， 我国视力残疾患者有2003万
人， 占残疾人总人数的14.86%。 为提高全国眼科医疗服务水平，
由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和北京同仁医院共同组织、 全国约150家
医院参与组建的全国眼科联盟， 9日在京正式成立。

遗
失
声
明

北 京 市 菜 蔬 公 司 物 业
管理中心不慎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京 税 证 字
110104801563495） 、 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号
801563495） 特此声明

粮油价格稳定
备战“金九银十”交易旺季

粮油批发价格以稳为主 。随
着“金九银十”交易旺季到来，粮
油市场交易量较前期呈增加态
势。受目前粮储交易稳定影响，虽
然需求量回升将拉动价格回暖，
但粮食类整体供应充足， 价格上
涨空间有限。美国CBOT（芝加哥
期货交易所） 大豆期货价格周环
比下降3.79%，豆油期货价格周环
比下降1.57%，天津港进口大豆到
港分销价格每吨3290元， 周环比
持平。 由于大豆原料价格持续下
降， 大豆油价格下降空间进一步
增加。随着后期“国庆”节临近，食
用油市场行情继续走高， 但食用
油价格上涨空间较小， 继续趋于
弱势运行， 预计本周粮油批发价
格持续以稳为主。

猪肉价格微幅波动。上周，本
市生猪收购价格微幅上涨， 屠宰
量有所增加。 顺鑫鹏程生猪收购
价为每500克7.36元，周环比上涨
0.65%；屠宰量4182头 ，周环比增
加7.24%。随着天气转凉，加之“国
庆”、“中秋” 双节前备货量增加，
猪肉消费季节性恢复。 虽然需求
呈持续放大趋势， 但由于目前生
猪存栏稳定，整体供应相对充足，
猪肉价格快速上涨空间仍然较

小，将继续保持小幅波动趋势。受
生猪价格稳定影响， 预计本周猪
肉批发价格微幅波动。

鸡蛋价格高位回落。 从产区
了解，随着“中秋”节食品加工企
业备货逐渐结束， 产区鸡蛋采购
需求减少， 加之目前鸡蛋价格处
于高位， 对终端消费抑制作用明
显，鸡蛋持续上涨空间有限。本市
批发市场鸡蛋供应充足， 批发价
格为每箱（45斤）210元，已处于较
高水平，同比上涨8.81%。预计随
着天气转凉，养殖场产蛋量回升，
鸡蛋价 格 下 降 空 间 进 一 步 增
加 ，预计本周鸡蛋批发价格高位
回落。

蔬菜价格稳中微降。 从蔬菜
运行规律来看， 随着气温逐渐下
降， 河北周边蔬菜生产将转入冷
棚，较前期露天种植，生产成本有
所增加。从蔬菜产区了解，目前夏
季晚茬蔬菜供应稳定， 加之秋季
蔬菜有可能提前上市， 对本市蔬
菜供应持续充足， 预计本周蔬菜
批发价格小幅下降。

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

格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