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唐诗

针对新冠肺炎常见的眼科问题，北京
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北京市眼科研究
所所长、北京学者王宁利教授与同事们给
予了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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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看一眼” 就能感
染新冠肺炎么？

答： “看一眼”就感染是不科
学的。 但是在“看”的过程中如果
有飞沫， 病毒会经呼吸道飞沫传
播， 这是新冠病毒感染的主要途
径；此外亦可以通过接触传播，比
如被污染的手套或裸手接触了
口、鼻、眼，飞沫经自己的黏膜进
入体内复制，就可能感染。若双方
在未佩戴口罩的情况下， 一个人
打一个喷嚏，扩散的范围非常大，
可能达到8米甚至10米。

问题二： 有市民反映最近眼
睛不舒服， 需要去医院看看吗？

答： 眼科疾病分为急重症、
慢性、 轻性， 我们建议一些慢性
眼病或轻的眼病这个时候最好不
要去医院， 建议暂缓就诊的情况
包括五类： 不伴有明显症状的眼
红 （提示结膜下出血）； 老年人
逐渐发展的视力下降 （白内障）；
青少年的屈光不正 （需要验光配
镜）、 斜弱视； 非固定性眼前黑
影； 药物控制良好的青光眼或其
他疾病， 病情无明显变化或无加
重可暂缓复查。

出现以下情况， 建议做好个
人防护的情况下及时就诊： 化学
烧伤、 热烧伤、 眼球破裂伤等中
重度眼外伤； 眼红痛伴视力明显

下降， 这种情况可能是角膜炎，
青光眼、 虹膜炎等眼内炎症； 无
痛性视力剧降， 如突然出现无明
显原因的视力骤降、 固定的眼前
黑影且逐渐扩大等。 市民就诊时
应做好个人防护， 避免就诊过程
的交叉感染。

问题三： 疫情时期， 可以佩
戴隐形眼镜吗？

答： 可以， 但在疫情时期，
要更加重视隐形眼镜的消毒， 做
到标准操作 。 为了避免病毒传
播， 佩戴和摘除隐形眼镜前应正
确洗手， 若不是必要的建议尽量
少戴 ； 尽量选择日抛型隐形眼
镜。 专家提醒： 护理液、 润眼液
瓶子、 眼镜盒外表面都有可能沾
染细菌、 病毒， 戴镜时接触镜片
的手指请勿触碰瓶子， 一接触便
立即洗手。

除了勤洗手外， 还要加强镜
片、 镜盒的护理： 戴镜前用多功
能护理液冲洗镜片 ； 取下镜片
后， 用多功能护理液揉搓镜片，
并将镜片浸泡在有杀菌功效的多
功能护理液或双氧水护理液中；
每周对镜片进行强效消毒和除蛋
白护理 ， 这样可杀死细菌 、 病
毒， 防止细菌病毒感染； 定期清
洗镜盒， 定期更换新眼镜盒。

问题四： 什么情况下不能佩

戴隐形眼镜？
答 ： 出现眼部不适 、 分泌

物、 眼睛发红、 痛、 流泪、 怕光
等症状 ； 发热或打喷嚏 、 流鼻
涕、 鼻塞， 肌肉酸痛， 头痛无力
等感冒症状； 近期与新冠肺炎患
者有过接触史； 发热、 腹泻、 咳
嗽， 呼吸困难， 这些要紧密观察
并及时就医， 须及时停止佩戴隐
形眼镜。

问题五： 疫情时期， 出现结
膜炎怎么办？

答： 如果您突然出现眼部持
续瘙痒、 眼红、 流泪、 分泌物增
多等症状， 那有可能是结膜炎发
作了， 不要慌张， 要对眼部症状
进行鉴别： 比如细菌性结膜炎表
现为眼红伴有黄白色黏稠分泌
物， 可于药店购买抗生素眼药
水和眼膏治疗 ； 过敏性结膜炎
表现为眼红、 分泌物 （多为黏性
丝状）、 流泪伴有明显的眼部瘙
痒， 需医院就诊治疗； 病毒性结
膜炎表现为眼红异物感流泪， 可
有水样分泌物， 常见的为腺病毒
结膜炎。

此外， 观察自己是否合并有
其他症状， 如发热、 浑身酸痛、
干 咳 、 胸 闷 等 。 如 果 答 案 为
“是”， 建议在做好个人防护基础
上立即前往发热门诊就诊， 排除

新冠病毒感染的可能。
问题六： 为了预防新冠病毒

感染， 可以使用抗病毒眼药水滴
眼么？

答 ： 不需要 。 根据SARS和
MERS的经验， 单纯的抗病毒药
物全身治疗不能显著改善预后，
且 目 前 对 于 新 冠 肺 炎 还 没 有
非常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药物， 我
们用的那些抗病毒药物对其是无
效的 。 新冠肺 炎 的主要传播途
径为经呼吸道的飞沫传播， 因此
推论， 抗病毒眼药水滴眼对于预
防新冠病毒感染起效甚微。

问题七： 泳镜、 近视眼镜、
平光镜可以作为护目镜使用么？

答： 如果仅作为应急使用，
具有较好封闭性的泳镜可以暂替
护目镜， 起到预防飞沫传播、 接
触传播和空气传播的作用。 但是
泳镜镜框相对较小， 对眼眶压力
较大， 若出现漏气的情况会进去
雾气， 令人看不清， 因此摘下擦
洗， 反而引起不必要的暴露， 因
此不建议长期替代护目镜。

近视镜、 平光镜等仅能挡住
从正面来的飞沫 ， 不具有封闭
性， 因此没有很好的防护作用 。
戴近视眼镜回家后， 可以用肥皂
水清洗、 擦干， 就能达到清洁的
目的， 也可以喷75%酒精。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 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广大消费者责无旁贷。 眼下， 疫
情防控正处在关键阶段， 为凝聚
你我力量 、 共渡抗疫难关 ， 日
前， 中国消费者协会向广大消费
者发出倡议： 科学防疫， 理性购
物， 依法维权， 主动监督， 为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贡献
一份力量。

科学防疫
不购买未经认可的防疫

抗疫用品

面对扑面而来、 形形色色的
防疫信息 ， 消费者务必擦亮眼
睛、 保持定力， 尽量通过国家和
地方卫生健康部门等官方渠道获
取疫情最新进展及有关防控信
息， 不轻信、 不购买、 不使用未
经官方认可的所谓防疫抗疫药
品， 按照官方推荐的防疫措施积
极做好个人防护 。 选择资质齐
全、 渠道规范的正规商家购买防
疫用品， 注意查看标识标签， 保
存好相关购物凭证。 面对疫情，

冷静对待， 科学防疫， 莫要盲目
相信虚假夸大的信息而上当受
骗 ， 更不要无据散播 、 推波助
澜、 连累他人。

理性购物
避免哄抢物资造成局部

供求失衡
疫情与春节假期交错， 商品

供应和物价出现了短期波动。 随
着政府强力保证供应措施的落实
和企业逐步复工， 商品供应已经
基本恢复正常。对于我国蔬菜、肉
蛋奶、 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消费的
强大市场能力， 消费者应当充满
信心，理性消费，按需购买，避免
因哄抢而造成暂时物资周转困难

和局部供求失衡， 也避免因大量
囤积而导致资源浪费、得不偿失。

依法维权
保留相关凭证表达合理诉求

受疫情影响， 消费者不得已
取消或变更了事先预订的旅游、
出行、 餐饮、 娱乐等消费活动 ，
尽管有关部门和行业及时出台了
减免消费者损失的退单政策， 但
由于假期退单集中、 客服人员不
足以及售后服务涉及环节多、 退
单政策不一等诸多客观因素， 导
致部分消费者的诉求没有得到及
时满足 。 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
者 ， 保存好有关消费记录和凭

证， 本着公平原则， 冷静耐心与
经营者进行沟通， 表达自身合理
诉求。 对于故意不遵守承诺、 拖
延推诿履行义务的经营者， 消费
者要及时寻求当地消协等维权机
构帮助 （各地消协联系方式见中
消协网站和官方微博）， 依法维
护自身权益， 莫要急躁上火、 导
致免疫力降低。

主动监督
遇到哄抬物价拨打12315

健康平稳的市场秩序是广大
消费者平安度过疫期的有力保
障。 消费者依法享有对商品和服
务进行监督的权利。 中消协呼吁
消费者主动参与消费监督， 对于
部分经营者恶意囤积 、 虚假宣
传、 哄抬物价、 以次充好、 拒不
履责等不法行为， 消费者可以拨
打12315， 积极向有关主管部门
举报 ， 为 “保价格保质量保供
应”、 平安度过疫期， 共建共享
良好的消费环境。

□本报记者 任洁

同仁专家教您眼部防控知识

五五类类轻轻度度眼眼病病建建议议暂暂缓缓就就诊诊

□本报记者 博雅

中消协倡议
避免因囤积导致资源浪费

快递怎么消毒？ 口罩可不
可以利用微波炉加热消毒？ 疫
情当前， 普通市民关注的防疫
知识， 市疾控中心一一解答。

超市买回来的东西需要进
行消毒吗？

从超市买回来的东西被
病毒污染的可能性很小， 没
有消毒的必要。 到家后把手洗
干净更重要。

现在还可以叫外卖和收发
快递吗？

可以 。 收到外卖或快递
后， 可以把外包装扔掉， 然后
仔细洗洗手就好。

宠物会传播新冠病毒吗？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目前
没有证据显示宠物会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但是，与宠物接触或
处理宠物粪便后，一定要洗手。

双黄连口服液可以预防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吗？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信息， 目前还没有专门用于预
防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
物。 双黄连口服液抑制新型冠
状病毒证据不足。

吃抗生素能预防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吗？

抗生素主要用于治疗细
菌感染性疾病， 此次肺炎是
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病毒
对抗生素不敏感。

用电吹风对着手吹30秒
能消毒吗？

杀死新型冠状病毒 ， 至
少需要 56℃， 30分钟 。 电吹
风风口温度接近60摄氏度， 即
使贴着手也要吹30分钟。 毒是
消了， 手也烫坏了。 还是强调
好好洗手更有必要。

用微波炉加热口罩可以达
到消毒效果吗？

无论是用微波炉、 电烤箱
还是蒸锅加热口罩， 都会不同
程度破坏口罩内部结构， 口罩
就不能再用了。

您最关心的
防疫热点问题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