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视的人不会老花”，真有这好事儿？？

答： 用人单位不得依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
十条、 第四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
动合同。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 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疑似
职业病诊断和医学观察期间的员
工待遇 , 企业不能以员工不胜任
工作或经济性裁员等原因辞退员
工。 （房司司）

隔离治疗期间或
医学观察期间，单位能
解除劳动合同吗？

房山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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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

红灯

早上睡不醒、 午饭后疲惫不
堪、 经常难以集中注意力……这
可能都是脂肪肝在为难身体。 研
究发现，“累” 是脂肪肝的危险信
号，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疲劳
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 虽然轻、
中度脂肪肝症状隐匿， 但疲乏感
往往是患者自觉最常见， 也是首
要症状。这种疲乏主要是由抑郁、
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引发。

【健康红绿灯】

室内有大量的霉菌， 会使人
免疫力下降、 皮肤过敏、 哮喘、
霉菌性感染， 严重的可能引起霉
菌性肺炎、 风湿病、 关节炎等，
特别对抵抗力弱的婴幼儿、 慢性
病人和老人危害更大。 霉菌是一
种在温暖潮湿环境中迅速繁殖的
微生物， 家里4个地方最容易藏
匿霉菌： 卫生间、 冰箱门、 洗衣
机、 阳台。

油烟所含的物质复杂， 包括
食用油和食物高温加热后产生的
混合油烟雾、 气溶胶以及燃烧形
成的烟尘。 炒完菜立即关掉抽油
烟机， 油烟和废气不能马上被全
部吸收， 油烟机最好保持开启状
态，待炒完菜后，不要急着关闭油
烟机， 做完饭等三五分钟再关抽
油烟机，能有效减少空气污染。

研究表明， 午后适宜的健身
活动可以降低皮质醇和肾上腺素
水平， 并释放内啡肽， 可以更好
地唤醒大脑和身体， 尤其是改善
情绪和增强行动力。此外，中午适
宜的健身可让机体血糖的激增水
平减少，有利保持身材，促进心血
管健康。如果有午睡习惯，但一到
晚上就睡不着， 建议适当将午睡
替换成健身，帮助晚上更快入睡。

抽油烟机要早开晚关

中午健身能提高新陈代谢

家中4个地方最易藏匿霉菌

总感觉疲劳可能是脂肪肝信号

·广告·

近视的人 ， 大都听过一句
话： 年轻时近视， 老了以后不花
眼 。 按理说 ， 都已经 “雾里看
花 ” 几十年了 ， 为何老了却能
“返老还童” 呢？ 真有这种好事
吗？

老花眼“虽迟但到”

人们常说的老花眼 （老视）
属于一种生理现象。 虽然名字里
有个 “老” 字， 但老视并不是只
有老年人才会有。 大约到了40岁
以后， 大部分人会开始出现老花
现象。

打个比方， 用手机拍照时我
们会发现， 将镜头由远处移到近
处， 画面往往会不清楚， 需要点
击一下屏幕， 重新进行对焦， 才
能获得清晰的成像。 我们的眼睛
在看不同距离的物体时， 也需要
不断调整焦距， 这一功能是通过
调节晶状体凸度实现的。 老花眼
就像调焦功能出了问题。 随着年
龄增长， 晶状体的弹性下降， 调
节功能变差。 正是因为 “对不上
焦”， 中老年人在看近处时往往
会感觉眼前一片朦胧。

当然， 老花眼不只是看不清
楚那么简单。 除了近距离阅读模

糊， 有老花眼的人还面临着视觉
疲劳、 眼睛酸胀， 以及多泪、 畏
光、 眼睛干涩甚至头痛等问题。

衰老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
老花眼则是发生在眼睛上的衰老
进程 。 它出现的时间有早也有
晚， 因人而异。 但总体来说， 老
花可能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 是
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近视能“抵消”老花吗？

前面说到， 老花眼 “虽迟但
到”。 而且， 在老花眼这个问题
上， 我们并非站在同一条起跑线
上。

本身没有近视的中老年人，
出现老花眼后， 看近处时就需要
戴老花镜 。 而原本就有近视的
人， 情况要复杂一些， 需要综合
考虑近视程度和老视程度 。 比
如， 如果近视度数在200度左右，
老视度数也是200度， 那么看近
处时就可以不戴眼镜； 如果您是
高度近视， 出现老花后， 可能面
临 “看远看近都不清楚 ” 的问
题， 这时就需要准备两副度数不
同的眼镜， 随机应变。

需要注意的是， 中老年人不
宜购买现成的老花镜。 这是因为

每个人的老视度数、 瞳距、 脸型
各不相同 ， 佩戴不合适的老花
镜， 反而会造成视觉疲劳， 引起
头痛、 恶心等不适症状。 建议您
应先到医院由眼科医生进行检
查 ， 排除眼部疾病后 ， 准确验
光， 配一副适合自己的老花镜。

经常眨眼 生活中， 很多人
习惯手机、 平板不离手， 专注地
盯着电子屏幕。 这样会使眨眼次
数减少， 造成眼睛干涩、 疲劳。
实际上， 在每一次眨眼中， 泪膜
都会覆盖眼球表面， 让眼睛保持
湿润， 减少泪液蒸发。 因此， 我
们不妨好好利用这种天然的 “湿
润剂”， 多眨眨眼睛。

适当远眺 读书、 看报一段
时间以后， 可以适当远眺， 看看
窗外的绿色植被， 让眼睛得到放
松。

合理用眼 无论是看书、 看
电视还是使用电子产品， 时间都
不宜过长， 以免造成视疲劳。 同
时， 闭目养神对眼睛也有好处。

（中新）

自来水有颜色 为了能让用
户一眼分辨出供暖水和自来水，
供暖公司通常会在供暖水中加入
亮蓝等染色剂， 将供暖水染成了
蓝色或粉红色， 这样做主要是起
到提醒作用。 一旦发生串水， 用
户打开水龙头会流出带有颜色的
自来水， 从而提醒用户自来水被
污染了， 不能饮用。

自来水有异味 为了能让用
户及时发现暖气漏水或供暖水串

入了自来水， 供暖公司常在供暖
水中添加大蒜素 （学名为二烯丙
基硫代亚磺酸酯） 等嗅味物质，
这种物质具有浓烈的大蒜气味。
一旦发生串水， 自来水也会有大
蒜味， 从而引起用户警觉， 避免
误用被污染的自来水。

自来水变热 这是因为供暖
水温度较高， 发生串水后， 使原
本冰凉的自来水变得温热。 这也
是在供暖季发生串水时比较常见
的现象。

自来水变咸 这是因为供暖
公司在供暖水中添加了软化盐，
其主要成分是氯化钠。 这样做主
要是采用离子交换原理去除水中
的钙镁离子， 将供暖水软化， 防
止供暖管道结垢 。 一旦发生串
水， 自来水也会带有咸味。

供暖水串入自来水会有哪些异常现象？

问题一：

【护眼小贴士】

供暖水怎么会串入自来水呢？

问题二：

发生串水情况主要有三个原
因：

供暖锅炉或热力加压站内供
暖、 供热管道与自来水供水管道
相连接，且中间的逆止阀门失效。

个别用户装修时误将供暖管
线与自来水管线相连接。

个别用户使用的热交换器出
现故障或连接不规范。

在供暖水与自来水 “相遇”
的前提下， 一旦供暖管线压力高
于自来水管线压力， 供暖水就会
串入自来水 ， 造成自来水被污
染。

发现供暖水串入自来水该怎么办？

问题三：

立即停止使用自来水， 向所
在地物业公司或居委会反映， 同
时可致电市自来水集团客户服务
热线96116。

检查是否存在串水点， 找到
后立即断开连接。 大量放水进行

冲洗， 将被污染的自来水全部排
出， 直至水质正常后方可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供暖水
加入了大蒜素等嗅味物质， 除了
上述措施外， 用户还应该尽快开
窗通风。

为了杜绝串水现象发生， 市
自来水集团提醒：

有关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设
置非承压式水箱或水罐， 即将锅
炉用水与自来水供水管线用不承
压的水池隔开， 先将自来水送入
水池， 再用水泵将水抽送至锅炉
内。

用户装修改造暖气管线时，
要正确连接相关管线， 禁止将自
来水管线与供暖、 自采暖、 热交

换器、 生活热水等任何管线进行
直接连接。

用水安全无小事， 市自来水
集团用心守护城市供水 “生命
线”， 而供暖季的用水安全需要
依靠相关单位和广大市民用户共
同守护。 一旦单位或个人出现误
接串水行为， 需承担相应责任。
希望大家提高警惕， 积极排查管
线， 消除串水隐患， 筑牢用水安
全防线。

怎样才能避免发生供暖水串入自来水？

在在冬冬季季供供暖暖期期，， 供供暖暖水水串串入入自自来来水水的的情情况况偶偶有有发发生生，， 严严重重影影响响用用户户自自身身和和周周边边居居民民的的用用水水安安全全。。 市市自自来来水水集集
团团提提醒醒，， 严严防防供供暖暖水水串串入入自自来来水水，， 一一旦旦发发现现家家中中自自来来水水出出现现异异常常，， 请请立立即即停停止止使使用用，， 向向所所在在地地物物业业公公司司或或居居委委会会
反反映映，， 并并拨拨打打市市自自来来水水集集团团客客户户服服务务热热线线9966111166反反映映问问题题，， 相相关关专专业业人人员员将将及及时时处处置置。。 那那么么，， 供供暖暖水水是是怎怎样样串串入入自自
来来水水的的？？ 如如何何判判断断发发生生了了串串水水？？ 串串水水后后又又该该如如何何处处置置呢呢？？ 这这些些问问题题，， 市市自自来来水水集集团团为为您您一一一一解解答答。。

严防供暖水串入自来水供供供供供暖暖暖暖暖季季季季季

问题四：

刘豫：
公司无法与你取得联系， 已多次通过邮政快递形式

邮寄《关于刘豫同志办理正常退休事宜的告知书》。 但截
至目前，你本人一直未向公司提交办理退休的相关材料。

自本通知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请你本人到北京市文
化用品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西革新里 116 号百
荣嘉园大厦东南门一层，联系电话 67260164）办理退休
手续。 特此通知

北京市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8 日

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