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小长假就要来了， 平日
忙于学业的小朋友们， 正期待与
家人开启一场愉快的旅行。 在此
提醒， 出行乘高铁、 列车时要注
意安全才能玩得开心。

1.�进站候车时
在很多车站都可以通过手

扶电梯进出站， 小朋友们千万
不要在电梯上玩耍 ， 乘坐电梯
时要紧紧牵住家人的手 。 如果
家人手上拿了很多行李 ， 那你
要站在家人的前面 ， 自己紧紧
握住电梯扶手。 提醒家长， 如果
推婴儿车出行， 或者携带多名小
朋友， 谨慎乘坐扶手电梯， 建议
使用直升电梯， 或寻求工作人员
帮忙。

2.�站台候车时
五一小长假期间， 部分地区

还是伴随阴雨天气， 车站站台面
容易潮湿积水， 带小朋友出行的
旅客一定要注意站台安全， 下雨
天小心地滑， 切忌小朋友在站台
上追逐打闹。 提醒家长， 在站台
候车时， 家长带小朋友一定要站
在白色安全线以内， 切勿越线。
下雨天， 家长一定要看护好自己
的小孩， 注意脚下安全， 以免发
生危险。

3.�站台上下车时
列车进入站台停稳后， 车门

会自动开启， 按照先下后上的顺
序， 有序上下车。 提醒家长， 上
下车时， 家长要提醒小朋友看脚

下， 注意站台与列车间的缝隙，
家长要照看好小朋友， 严禁小朋
友扒车门、 追车跑。

4.�避开铁路周围
铁路线路两侧的围墙 、 栅

栏、 防护桩等能有效地保护铁
路线路安全 ， 小朋友安全意识
薄弱 ， 对铁路充满好奇 ， 在没
有家长的监督下 ， 有可能通过
破坏栅栏网或翻越围墙非法进
入铁路线路 。 提醒家长 ， 爱玩
是小朋友的天性 ， 作为家长一
定要正确引导小朋友树立铁路
安全保护意识， 不损坏、 翻越、
钻爬铁路防护栅栏网 ， 守护铁
路线路安全。
中国铁路南昌局 刘天宇 罗倩

1.�带什么？
首先， 要根据要去地方的天气状况准备

好衣物。 如果是去海南， 就可以选择薄衣物
或者 T 恤； 要是去东北， 最好带上一两件
厚衣服； 当然， 替换的衣物可根据去的天
数来定。 要是带小孩去， 一定要多为他准
备一些替换的衣物。 生活用品可以在旅行
前几天根据自己每天的生活起居规律依次
整理， 避免遗漏。

其次， 像预防感冒、 闹肚子、 蚊虫叮咬
的药也是必备的， 有心脏病、 哮喘等疾病者
还要带上你自己的常用药。

整理好这些以后， 还要考虑一些零碎的东
西， 比如餐巾纸、 擦手巾、 手纸等； 身份证是
必带的； 爱好摄影的朋友当然要带上相机，
小孩子的学生证等证件以及纸笔等小物件也
不要忘记， 万一有什么用途你才不会着急。

2.�怎样放？
如果你用的是一般的旅行包， 最好将衣

物等不常用的东西放在下层， 而依次将药
品、 纸巾、 证件等放在上层。 当然， 有一个
双肩背的登山包就更好了， 登山包一般都有
好几个口袋可以分别放置这些东西， 比如包
的下层放置衣物和不常用的杂物， 上层放置
相机包等， 包的顶盖放置药品、 纸巾等物，
包的两个侧袋分别放置证件等物品， 再加上
为专业登山运动员准备的小药品、 洗漱用品
包等， 很多东西都可以分门别类地放置， 这
样你就不会因为东西多而乱作一团了。

无论去哪里， 旅行袋都是最重要的旅行
装具。 旅行袋分为提式和背式两种。 提式可
以使肩膀放松， 得到休息； 背式可以解放双
手， 利于行动。 在这里建议大家选择背式的，
目前市面上出售的旅行袋大多是用高密度尼
龙为用料， 有一定的防水性。

泽川

文明潇湘 爱卫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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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对眼睛
是否有影响？

有 ， 但并不是所有蓝光都
会对人眼有害。 首先大家要知
道， 蓝光并不是电子屏幕独有
的， 它也存在于自然光线中， 蓝
光具有双重性， 不全有害。 如果
屏蔽所有蓝光， 可能造成儿童视
觉发育不良。 而根据中科院的测
评， 波长在 415 纳米到 455 纳米
之间的短波蓝光与眼睛的光损伤
密切相关。 所以一方面在日常生
活中要让眼睛及时得到休息， 另
一方面在选择电子产品时要确认
是否屏蔽了有害蓝光。 这一点可
以关注一些权威检测机构的测评
报告作为参照依据。

蓝光波长短， 穿透力强， 可
通过角膜和晶状体最后到达视
网膜。 眼睛长时间受到这种高
能量蓝光的刺激可能导致以下
问题：

1. 刺激角膜引发干眼症；
2. 引起黄斑变性；
3. 诱导视网膜色素上皮细

胞和感光细胞的损伤 ， 引起血
视网膜屏障的炎症反应 ， 给视
网膜带来不可逆的光化学损害；

4. 过量蓝光抑制褪黑素分
泌 ， 增加皮质类固醇的产生 ，
导致睡眠障碍；

5. 睡眠不足使人体的雄激
素水平降低， 从而导致睑板腺
功能障碍， 减少泪液脂质层的
分泌 ， 泪液过度蒸发 ， 引起干
眼症。

除了有害蓝光对健康的损

害外， 长时间视近、 不参加体育
活动和较少的户外活动时间可能
导致学龄儿童眼轴增长速度加
快， 从而加速近视发展进程。 故
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 对于防控
孩子的近视进展也是不利的。 许
多孩子在学习时不仅不注意休
息， 甚至还可能出现过近视物，
从而导致眼球长期处于过度紧张
的调节超前状态。

除了蓝光， 使用电子产品还
存在什么潜在风险？

若周围环境较为昏暗或使用
电子产品时屏幕亮度与周围环境
亮度差异较大， 以及屏幕画面经
常卡顿、 移动等则会导致视疲劳、
眼胀、 头痛、 复视、 记忆力下降
和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的发生。

此外， 人在看电子屏幕时容
易发生瞬目次数减少的情况， 从
而导致泪膜稳定性下降、 泪液蒸
发时间延长， 这也正是导致干眼
的原因之一 。 有研究表明 ， 约
23%的青少年存在对智能手机等
电子产品成瘾的情况。 由于青少
年处于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 久
坐及不良的坐姿还可能影响脊椎
和关节的健康。

正确护眼我们该怎么做？
培养好的学习方法， 使用规

范的学习姿势。 在平时的学习生
活中， 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劳逸结
合， 学习 30 至 40 分钟后眺望远
方 5 分钟， 多参加户外活动。 此
外， 应科学、 理性地选择具有护
眼功能的电子学习设备。 最后，
家长在给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一
定要控制好用途和时间， 防止孩
子网络成瘾。

具体可以参照以下建议：
1． 纠正孩子弯腰、 低头、 趴

着等不规范的坐姿；
2． 当孩子眼睛离屏幕距离

过近时， 及时提醒；
3． 定时提醒孩子学习时间；
4． 定时做眼保健操， 带孩子

定期调节放松；
5． 调整电子产品亮度， 减小

环境与屏幕的亮度对比， 减轻视
疲劳。

电子产品是一把双刃剑， 尤
其是仍有不少家长给孩子用手
机、 电脑、 iPad 给孩子上网课。
因为这些电子设备的受众不仅是
孩子， 所以很容易忽略对青少年
视力的保护。 在给孩子使用电子
产品学习时， 我们还是应尽量注
意他们的用眼安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眼科教授 王乐今

学生如何科学保 护 眼 睛？
撕膜， 用开水逐一涮一下碗筷……

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习惯， 其实是公众
对套装消毒餐具卫生的担忧。 那么， 消
费者常用的 “涮烫” 方式又有用吗？

一些病菌如沙门氏菌和诺如病毒
在 100℃的条件下都会死亡， 但有一些
细菌则在 100℃也可能存活。 消费者用
来 涮 洗 套 装 餐 具 的 水 很 难 保 持 在
100℃， 且加热时长不够， 不能达到彻
底杀菌的效果 。 有些病毒甚至需要
120℃以上高温才能够杀灭。 使用前用
茶水涮烫一下餐具可在一定程度上去
除洗消剂残留物和灰尘等， 但更多地
只是心理安慰， 由于温度和时间都不
够， 消杀病毒的效果几乎为零。

如果对餐馆里使用的套装餐具卫
生安全不放心的话， 以下建议供大家
采纳：

1. 尽量选择大型正规的餐饮店 。
大型的餐饮店通常会设有大型的洗碗
消毒一体机， 使用餐具更放心。

2. 如果去到普通的餐饮店也可以
在使用前询问商家有没有消毒柜， 自
己再次对餐具进行二次消毒。

李令飞

套装餐具
用开水涮烫不能消毒

五一带孩子乘坐列车 安全放首位

电子产品学习已成趋势

随着利用电子产品学习成为趋
势， 许多家长面对电子产品给孩子
带来的便利和可能影响眼健康的情
况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认识不够全
面、 电子设备种类繁多、 缺少权威
信息， 是许多家长对电子产品持怀
疑、 犹豫态度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