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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依兰县12岁的张晓萌经常眼酸流泪，到哈尔滨医
大一院眼科看病。张晓萌用眼较多，眼镜度数长得比较
快，而且眼睛容易疲劳。张晓萌的妈妈在朋友推荐下，5
月份在网上花120元给孩子买了一副自称“缓解眼部
疲劳、预防近视，超轻抗疲劳”的防蓝光眼镜片。
结果配戴两个月，张晓萌眼部出现眼酸、流泪
等情况，比没有佩戴前还严重不少。医生检
查后，建议使用非防蓝光眼镜片。

记者在对哈医大一院眼科、哈医
大四院眼科、哈尔滨市眼科医院等
走访时发现，类似张晓萌情况的
中小学生并不少见，戴防蓝
光眼镜反而成了导致眼干
眼涩的原因。有的学生
一副防蓝光眼镜配
制下来价格不菲，
在一两千元左
右。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实习记者 周嘉昕 滕放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利红

戴防蓝光眼
镜不舒服，销售防

蓝光眼镜情况如何？
在道外南十四道街

上一家眼镜店，这里销售
的防蓝光眼镜不少，眼镜片
价格多在二三百元，无度数
的防蓝光眼镜的价位在80元
左右。这里店员说出蓝光有
诸多“坏处”，尤其是电子产
品产生的蓝光危害眼部居
多。“一天至少销售出十副左
右防蓝光眼镜吧。”在南岗火
车站附近的眼镜城内，几乎家
家都在销售防蓝光眼镜，有紫
晶膜、黄金膜、蓝膜、绿膜、黄
绿膜等，五花八门，店家们对
带孩子来配眼镜的家长极力
推荐防蓝光眼镜，推荐的多是
打五折后三四百元的防蓝光
眼镜片。销售人员说，一般使
用三四百元防蓝光镜片就能
很好的防蓝光了。销售人员
拿着一个照射灯，照射在防蓝
光眼镜片上，记者看到光束
的确没有透过镜片。家长们
在给孩子挑选眼镜时，首先
考虑的就是防蓝光眼镜。

在南岗和兴路几家眼镜店，
销售人员展示多款150元左右的防

蓝光眼镜。销售人员说，价格高的镜
片透光度好、清晰度高，防蓝光防得
好，假期销售防蓝光眼镜是旺季。

线上卖家在宣传防蓝光眼镜时，
大多写着“呵护视力，缓解眼部疲劳、
预防近视”等功效。成人防蓝光眼镜
的价格从十几元到上千元不等，儿童
防蓝光眼镜从18元到800元不等。一
款价格 40元的儿童防蓝光眼镜留下
了 6000多条买家评论。这款眼镜标

着三条蓝光带来的危害：引起视觉疲
劳，影响孩子的视力下降；引起眩光，
导致孩子头疼眼晕的症状；影响睡
眠，带来疲乏无力，让孩子精神不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
视光学中心副主任李雪说，日常使用的
手机屏、平板、电脑显示屏、LED灯等发
出的光线中均含有蓝光。目前，没有足
够的医学证据证明防蓝光眼镜能保护视
网膜不受到光化学损伤，可预防近视、改
善视力、缓解视疲劳、保护视网膜及黄斑
区等作用。

生活中蓝光无处不在，太阳光中
有 25%—30%是蓝光。而随着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普及和儿童青
少年近视率的不断上升，加上经营者
大肆宣传蓝光的危害，让不少家长将
孩子近视的“罪魁祸首”归咎于蓝光。

据专家介绍，蓝光只是具有造成
视网膜损伤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
性与视网膜接收到的蓝光剂量有关。
蓝光照射只有达到足够的时间和一定
强度后才有可能造成视网膜伤害。当
蓝光的波段处在 445纳米以下，光强
超过一定阈值且长时间照射时容易产
生视网膜光化学损伤，其中尤以
435-440纳米附近的短波蓝光伤害最
大。目前医学界认为，影响黄斑病变
的主要因素是年龄。

“蓝光对于健康的影响或许存在，
但在评估该影响时必须考虑光照强度
和照射时间这两个要素。”李雪强调。

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解
到，我省对防蓝光眼镜市场监督检查
依据国家标准《蓝光防护膜的光健康
与光安全应用技术要求》，该标准是
2019年发布的，实施的时间是去年 7
月1日，目前，还没有地方性标准。

近期，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对电商
平台 32家企业销售的 49个品牌 72批
次防蓝光眼镜进行了监督抽查。有
19 批次不合格，不合格检出率为
26.4%。8批次产品无产品名称、厂名
厂址，涉嫌“三无”。不合格项目主要
是可见光透射比、紫外光谱透射比、明
示透射比、防蓝光性能和标志五个项
目。在检查中发现，一些经营者标称
了相应的（防蓝光）数值，依照相关标
准，经检测发现没有达到明示的数值
或者标准的要求。

省消协的工作人员介绍，因防蓝
光眼镜产品数量众多，质量参差不齐，
如果选购不当，反而容易给孩子的眼
睛带来伤害。为此，消协部门提醒消
费者购买防蓝光眼镜时，一定要遵照
医嘱到正规医院进行配制，认真咨询
后再购买，索要正规收据等。购买线
上还是线下产品都要看是不是正规厂
家出售的眼镜片，产品名称、厂名、厂
址是否齐全，必要时，可以到鉴定机构
对防蓝光眼镜进行防蓝光技术鉴定。
消费者一旦发现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拨打 12315热线或者登录全国 12315
平台投诉举报。

中消协曾于2019年委托专业检测
机构，就市场上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
和电视机产品开展了比较试验，全部13
款样品均属于 IEC 62471：2006中的豁
免类，即无蓝光危害，消费者可以放心
使用。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说，质量合
格的电子产品已经过滤了有害的短波
蓝光，其蓝光危害值基本都处于无危险
级别。即正确使用手机、平板电脑所接
触到的蓝光一般不会对眼睛造成损害。

但被试者在进行30分钟的游戏任
务后，有5款样品让被试者感到明显的
视疲劳；有10款样品显著影响了用户视
知觉功能的表现，产生预警。测试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儿童青少年一次观
看电子屏幕的时间不宜超过30分钟。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印发了《儿
童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近视预防
指引(更新版)》，就线上学习期间近视预
防、复学后近视预防等作出明确要求，
如限制线上学习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
尽可能选择大屏幕电子产品、电子产品
亮度调节应避免过亮或过暗、电子产品
摆放位置应避开光线直射、采用正确的
读写姿势和保持适当的观看距离等。

暑假期间，中小学生在长期使用手
机、电脑等产品的情况下，如何保护眼
睛呢？李雪说，首先要控制使用时间，
国际上普遍推荐“3个20”法则，即用眼
每隔20分钟就要看至少20英尺(约6米)
远的物体20秒钟。其次，可以在医生指
导下使用一些缓解视疲劳及减轻干眼
的眼药水，对症治疗。同时，饮食方面
适当增加锌、维生素C、维生素A、维生
素E和叶黄素等物质的摄入。

防蓝光眼镜热销 真能防近视吗？
眼科医生：防蓝光眼镜诸多防护作用尚没有足够医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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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记者李国玉 电话：18304629827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
面、抖擞精神，驱使我们不断寻
求。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
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强

近日，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与跃兴
街交口附近，总面积达 5万平方米的农科
院公园投入使用。

这处公园位于哈达市场对面，周边是
居民小区、高层住宅。园内花草遍地、绿
树如荫，绿化面积近 3万平方米；设施齐
备，公厕、凉亭、雕塑、健身器材等应有尽
有。记者从学府路的正门走进去，看到时
光广场、生命之树广场、活力舞台广场三
大主题区域，再往里走，还有童趣园、志学
园、而立园等多个小园。

公园中还设有健康步道，供市民们走
步健身。

公园开放后每天都吸引来许多周边
居民，大家有的跳广场舞、有的扭秧歌、有
的玩滑板车、有的散步聊天。

带着孩子一起来公园玩的张女士高
兴地说，当地一直也没有大型公园，老人
和孩子平时活动就只能在小区楼下；这个
漂亮的公园投用后，为大家休闲玩乐提供
了一个好场所。

哈市又新增
一处大型
开放式公园

位于红旗路、东兴街与绥巴路交口处的光
影时代主题公园，是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出现
的，项目启动于2020年5月下旬，目前也是边建
设边使用的状态。但就是这样一个布满抽象数
字雕塑的公园内，在天热后的3个月里，聚集起
了一帮乐迷，乐此不疲地在此玩音乐，由此也吸

引了不少市民。
今年5月初，在公园正面广场上，记者就看

到了几个玩电音的市民，自弹自唱自演。4日，
在公园的游廊区，一帮老年人在吹拉弹唱；一个
凉亭内，三个中年大叔和一个年轻小伙合奏着
萨克斯；正在铺砖的一处休闲椅上，年龄和性别

参差不齐的四五个人，也在合练着曲目……
记者了解到，这个公园是绥化市以电视发

展历史为主题的文化建设项目，虽然是集历史
回放与未来展望相融合的光影时代主题公园，
但尚未运行即成为好乐者的演出之地，社区文
化活动的集散之地。

3个月吸粉老中青 乐

我
家
乡
的
公
园

还地于民 还绿于民 还景于民

绥化市四大公园夏季
编 者 按 ：6

月30日，哈市两
处新建公园试开
园 。 7 月 1 日
起，农科院公园
每晚都是人流如
潮。跳舞、健身、
走步、玩耍……
学府路一带的居
民感慨，他们终
于有了休闲广
场，并纷纷在网
络平台展示。与
此同时，省内一
些地市的居民，
也在晒自己家乡
的新公园。你家
乡的公园究竟如
何？让我们来走
走看看……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有人说，绥化市的公
园建设，10年时间跨入了
快车道。连日来，记者对
西湖公园、东湖公园、唯
恋公园、光影时代广场公
园进行了走访，看到虽然
有的公园尚在继续建设
中，但已经成为周边小区
乃至整个市区居民钟爱
的休闲健身娱乐场所。

“公园建得好，给政
府点赞。但后期维护管
理，还有待加强，希望好
上加好。”不少居民这样
说。

位于绥化市区东南部的东湖公园，是
2016年前后开始建设的。这个湖很小，原本
就是一个鱼塘，周边都是棚户区和空地。4
日，是休息日，不少周边小区的居民，都在湖
前的广场上运动，或在周边散步赏花。湖面
上种植了大面积的荷花，大部分含苞待放，
有的已经吐露粉嫩的花瓣。“我是一名回迁

户，以前这里臭，蚊子多，现在这里美，鱼
多。”在湖边休闲的王大娘这样说。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东湖公园尚
在打造中，是绥化市重点规划东部生态新
城的重要民生工程，总占地面积约为 21万
平方米，南侧有水渠与绥胜干渠相连，绥胜
干渠未来也将规划为城南河景观带。目前

东湖公园规划建设的四个片区并没有都完
成，但就投用的滨水活动区来说，已经让公
园有了较高的名气。

据介绍，未来东湖公园的格局是三
面环绕居民住宅区，新兴建小区的湖前
部位，还要形成休闲娱乐区和健身运动
广场。

5年后旧鱼塘成荷花池 美

各“燃”一点
市民评点：仍需精细化管理

绥化市民对这些新兴
公园，都非常满意。不少
人说，与人民公园的大广
场、大舞台性质的公共娱
乐活动相比，这些公园满
足了更多年龄和文化层次
的居民多元化需求，这样
的公园还有森林公园，西
湖桥下的划卡运动公园
等。“公园建得好，我们点
赞，但有些问题我们还是
要说一说。”西湖公园的张
大爷、东湖公园的王大妈、
光影时代主题公园的孙大
哥这样说了。

张大爷说，西湖公园
有一边没岸，就是一片黄
土坡，上面长着树。“风吹
雨淋，黄土滑坡，树都滚下
来了。冬季的时候，就该
将这面坡固定住。”王大妈
说，东湖公园虽然立了不
让钓鱼的牌子，但围在水
边钓鱼的人一天比一天
多。“不但踩了荷花，水深
也危险。”孙大哥说，光影
时代主题公园这边棚户没
拆利索，现在有人将菜园
都开到绿地上了。“不管怎
么行呢？”

大家现在很享受这些
公园，也希望政府部门的
维护和管理也跟上，只有
精细化维管了，这些服务
于民、造福于民的公园，才
能更好地存在下去。

市民评点：
公园建得好
维管少不了

位于绥化市城西郊区的唯恋公园，是
2020年3月建成的，随后即成为全城情侣的
约会地、取景地。这个公园主景以青草和鲜
花为主，高低起伏的坡地上，种满了青草，中
间散落了几样简单的塑景：罗马柱、老爷车、
钢琴等，都是白色的，如婚纱一样纯洁，散逸
着浪漫的气息。

5 日，一对七十余岁的老夫妻在此散
步，可能由于天热的原因，老奶奶有些眩
晕，倒在老爷爷的怀里。正当一些人驻足
观望时，老爷爷扶住老奶奶，坐在了路边。
老奶奶叨念老爷爷不够关心自己，老爷爷
则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身后头有两对年轻
夫妻，身前头还有一帮子小伙子和姑娘，实

在是伸不出手来。
据介绍，这处公园自建成后，就以其简

约、浪漫、新鲜的风格，打动了人心。“以前这
里都是棚户区，政府修了公路，净了地皮，没
有修高楼大厦，而是建了这个时尚的公园，
实在是惠民之举。”居民们说，这里虽是西
郊，但是靠近万达商业区，还是寸土寸金的。

1年多成情侣聚集地 潮

位于绥化市北林区的西湖公园，如今
已经成为城市地标之一。每到春暖花开的
季节，这里都会呈现树木葱郁、百花争艳的
景象，而环湖的上下两层小道上，也都会有
许多市民散步、游玩、赏景，乐而忘返。虽
然经常是人来人往，但这里给人的感觉却
是净，一是环境干净，二是声音清净，三是
水木纯净。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水面是与
活动区域隔离的，周围种植了数万棵树木

和 40余种花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也
是经常来巡查。

20 年前，这里曾是当地一处国营砖厂
废弃的取土大坑，生态破坏严重，由于垃圾
成堆，这里也成了城市管理的污点。这些
年绥化市一直在对其进行整治，并最终对
这处大坑及周边地区进行了综合治理，将
其建设成了开放式公园。“不到 10年的时间
吧，这里越来越好，不仅市民们在此休闲玩

乐，也吸引了很多周边地区的游客前来游
玩。”5日，在公园走圈的居民张先生这样介
绍。

公园的发展，也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人气不断攀升，一些
住宅小区也陆续在周边落户。张先生说，以
前这里都是平房棚户区，现在都是高楼大厦
了，在家里经常能看到一些野生鸟类飞到这
里，真的很美。

10年后垃圾坑变中心公园 净

美！
老人和孩子有了活动场所。

公园全景。

唯恋公园美景如画。

美丽的东湖公园内禁止钓鱼，
但仍可看到有市民在垂钓。

居民在光影时代居民在光影时代
公园里吹奏乐器公园里吹奏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