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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工商分局“四项举措”
全力净化校园周边消费环境

中小学开学后 ， 为 保 障 青
少年学生 群体的合 法 消 费 权
益 ， 让广大师生有一个安全、 有
序、 和谐的消费环境 ， 丰台工
商 分 局 突出重点 ， 加强执法监
督， 对丰台区校园周边进行了专
项检查。

一是以校园周边小超市、 文
具店 、 玩具商店为重点检查对
象， 严查商户的证照情况， 坚决
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商户， 同时严
查销售假冒伪劣文具用品、 “三
无 ” 玩具等违法经营行为 。 此
外， 联合检测机构对校园周边销
售的笔袋、 剪子、 水彩笔、 修正
带、 橡皮擦等学生用品进行了抽
样检测。

二是根据2018年投诉举报情
况 ， 重点约谈投诉较多商户13
户， 要求其严格执行进销台账制
度， 确保商品进货来源明确、 商
品质量有保障， 不得销售质次价
高商品、 不得销售 “水晶泥” 等
具有安全隐患的玩具。

三是对丰科万达广场、 欧尚
超市 、 恒泰广场等11个大型商
超、 市场加强指导， 要求商超、

市场经营者主动落实 “经营者首
问 ” “赔偿先付 ” 两项维权制
度 ， 加强对场内商户的日常管
理， 对商品质量、 广告宣传等进
行严格把关切实， 保障丰台区商
品质量和服务安全水平。

四是深入校园加强与中小学
校沟通， 充分发挥校园消费维权
“雏鹰小分队” 队员的作用， 对
校园周边和学生们的消费风险情
况密切关注， 发现问题及时告知
工商部门， 提高对学生群体消费
投诉的处理效率。

（徐艳 吴刚）

青光眼主要有哪些症状？

最常见的症状包括： 经常性
眼球胀痛， 鼻根、 眉弓痛， 有的
患者伴同侧头痛、 一过性视物模
糊 ， 尤其是在情绪激动 （如焦
虑 、 生气 ） 或在暗处停留过久
（如看电影或在暗室工作后）， 上
述症状均可出现， 经过休息后可
缓解。

急性发作的典型症状： 突然
出现剧烈的眼胀痛伴同侧头痛、
视力急剧下降甚至失明， 常伴高
热、 寒战、 恶心、 腹泻等消化道
症状， 此时易误诊为急性胃肠炎
或脑血管疾病 ， 而应用解痉药
物， 这类药物会加重眼部房水循
环障碍， 加重青光眼发作。 因此
一旦发生此类症状患者应尽量就
诊于眼科水平较高的医院， 以免
误诊加重病情。

许多患者无症状， 这是最可
怕、 最危险的： 患者没有任何不
适， 偶尔可有鼻根酸涩或眼皮沉
重感， 常被认为是结膜炎或视疲
劳， 很容易被忽视， 而实际上患
者视神经的损害正在进行， 视野

正在缩小， 等到患者感觉到视物
范围缩小就诊时， 已是疾病的晚
期。

六类青光眼的高危人群

年龄超过45岁， 近距离阅读
困难、 容易产生视疲劳 （容易产
生眼睛胀、 头痛等）、 虹视 （看
光源时有光环或光晕， 傍晚看灯
泡出现 “红绿光圈”）、 早晨视力
明显比晚上好者； 有青光眼家族
史者； 高度近视患者； 糖尿病患
者； 眼部曾受外伤者； 局部或全
身长期使 用激素者 。

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什么

日常工作
“日常生活需要注意什么？”

是每个青光眼患者就诊后都会问
的问题。

其实， 一般的工作都可以参
加 。 除非患者视野缺损特别严
重， 在工作选择上受到限制， 应
避免可能造成升高眼压的工作，
例如航海、 交通指挥、 驾驶、 野
外考察 。 从机体健康的维护来
看， 人们都应避免过度劳累、 熬
夜、 精神紧张等因素。

饮食起居
适当控制进水量， 每天不能

超过1000-1200ml， 一次性饮水
不得超过400ml。 饮酒少量有益，
但其降眼压效果因人而异， 并且

长期作用尚待验证。 青光眼家族
史患者， 咖啡和茶会导致眼压增
高 。 老年人抽烟会导致眼压增
高， 倡导逐步戒烟。 多食用富含
维生素A、 B、 C、 E的抗氧化物
食品， 他们能够维持正常的代谢
过程； 蔬菜、 水果、 粗粮、 植物
油均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对食物控制病情的作用持保
留意见， 例如银杏、 枸杞子等，
因为这些研究并没有充分的科学
依据。

避免情绪激动 、 紧张 、 生
气， 保持乐观心态。 原发性闭角
型青光眼应避免在长时间黑暗环
境下行动， 避免领带过紧。

青光眼会导致患者昼夜节律
紊乱和情绪变差， 使得睡眠质量
变差 。 反过来 ， 睡觉姿势不合

适， 不按时睡觉又会进一步恶化
青光眼的进展。 青光眼患者要采
用平卧位的睡觉姿势， 选择高枕
头， 尽量降低睡觉时候的眼压。

娱乐运动
注意用眼卫生， 不要在强光

下阅读 ， 暗室停留时间不能过
长， 光线必须充足柔和， 不要过
度用眼。 晚上看电视最好不要超
过三小时 ， 而且灯光亮度要适
合。 另外， 合唱吹奏等运用到呼
吸的运动可能对眼压有不良影
响。 深度潜水前应咨询医生。

患者可乘坐飞机， 但要避免
机舱缺氧， 最佳方案是飞行前咨
询医生。

避免不良姿势
趴桌子： 上班族午睡常用姿

势， 趴在桌子上， 头枕着胳膊，
往往会压住眼睛。 实验证明， 这
个姿势会导致眼压升高， 甚至诱
发青光眼。

倒立： 健身圈里盛行倒立，
但人倒立时， 头部脑部血管重力
加大， 会增加眼压。

喝水一口闷： 口渴时， 一次
喝一大杯或者一瓶矿泉水， 血容
量增加， 会导致眼压升高。

健康日历

世界青光眼日

别让青光眼偷走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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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长痘痘的人饮食要特别注
意。 研究发现， 常吃高血糖生成
指数的饮食 ， 如白馒头 、 白米
饭、 甜食等， 会造成血糖快速上
升， 影响皮脂腺及表皮细胞， 造
成毛孔阻塞 ， 导致长痘痘 。 相
反， 糙米、 燕麦等低血糖生成指
数食物能对抗痘痘， 平时吃点燕
麦粥或糙米饭都是不错的选择。

一项研究显示： 酒没有安全
剂量， 即使喝一点也有害。 要想
避免酒精带来的伤害， 最简单的
方法就是不喝酒。 如果迫不得己
喝了酒， 平躺很容易引起胃食管
反流。 此时最好朝左侧躺， 这样
胃液聚集的位置低于食管， 可有
效避免反酸、 烧心。

喝完酒睡觉要朝左躺

电热毯别折叠保存

天气渐热， 很多家庭已经准
备收起电热毯了。 但是要提醒的
是， 存放电热毯千万不能折叠。
电热毯里面的电热元件是呈盘蛇
状织入或缝入毛毯里的。 这种电
热丝材质硬且脆 ， 不可随意折
叠， 否则容易出现断裂， 第二年
再使用时， 很容易造成短路， 导
致触电或线路发热， 引起火灾，
非常危险。

运动时， 如果腿部抽筋了，
切忌剧烈捶打、 揉按局部肌肉。
拉伸时也不可过于用力， 以免导
致肌肉损伤。 当出现抽筋的前兆
或发生抽筋时 ， 要立即停止运
动。 适当拉伸患处肌肉， 慢慢伸
展正在痉挛的肌肉， 充分休息直
至患处感觉舒适为止。

爱长痘多吃点燕麦糙米

腿抽筋别用力拉伸
菜市场买回来的蔬菜需要清

洗， 而为了清洗得更干净、 更彻
底， 浸泡一会儿也是需要的。 但
浸泡的时间过长不仅不会提高清
洗效果， 相反还会造成一些营养
素的流失。

农药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水
溶性的， 一类是脂溶性的。 一般
用水清洗只能去掉水溶性的农药
残留， 而脂溶性的农药残留不会
被水洗去。 蔬菜长时间浸泡在水
里， 水溶性的有机氯和有机磷等
农药就会溶解在水里， 并形成一
定的浓度， 蔬菜长时间浸泡后 ，
又会在菜叶表面留下一些农药。

此外， 如果长时间浸泡， 不
仅不会提高清洗效果， 还会使水

溶性的营养素流失。 例如蔬菜中
的维生素C、维生素B以及钙、镁、
铁、锌等，都可能在长时间浸泡的
时候溶解到水里，最终被丢掉。

有很多方法可以提高清洗的
效果 ， 比如用温水 ， 加盐 、 加
碱、 加牛奶， 或者使用淘米水洗
菜等， 这些方法都可以用， 但并
不是万能药方。

对于油性 （脂溶性 ） 的农
药， 在清洗时往水里加 l-2滴食
用洗洁精， 浸泡3-5分钟后， 用
清水清洗1-2次， 就可去除脂溶
性的农药残留。 经这样清洗的蔬
菜， 几乎能把农药残留物全部清
洗掉， 营养素丢失也不多。

（王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眼科主任医师 王霞

本期专家

3月6日为世界青光眼日。 青光眼是指眼内压间断或持续升高的一种眼病， 持续的高眼压可以给眼球各
部分组织和视功能带来损害， 如不及时治疗， 视野可以全部丧失而至失明。

青光眼是首位不可治愈的可致盲眼病。 据不完全统计， 仅中国就有940万青光眼患者， 其中56%为单
眼盲， 19%为双眼盲， 即使非盲患者随病变发展其生活质量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蔬菜泡太久可能更脏

□本报记者 陈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