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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前几天，三亚多家医院眼科
迎来学生“扎堆”就诊，其中一些学生
出现视力下降。这让很多家长困惑不
已，才过了一个暑假，孩子的近视怎么
就加深了呢？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暑假期间，孩
子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缺乏足够的户
外活动，眼睛得不到真正的放松。暑
假期间，很多家长给孩子安排了各种
补习班，后疫情时期，在线学习也成为
各种补习班广泛应用的授课方式，再
加上放假期间，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
终于可以尽情玩了，种种因素使得孩
子近视不断加深。

不过，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个别孩
子是因为借戴了他人眼镜导致近视加
深的，三亚小学生苗苗（化名）就是其
中之一。

戴表姐的眼镜近视加
深25度

9月 2日，离三亚中小学开学还有
几天，整个暑假都在乐东表姐家过的
苗苗回到了三亚。当天，妈妈就发现
了苗苗的异样——看远处时戴着眼镜
还喜欢眯着眼。

“难道近视又加深了？”带着这个
疑问，第二天妈妈带着苗苗到三亚市
人民医院眼科检查，果然两只眼睛近
视度数都加深了 25度。随后医生给
苗苗配了一副新的眼镜（200 度）。

“这个暑假我给她安排的作业不
多，在乐东老家也很少有机会有电子
产品给她玩，怎么一个暑假近视就加
深了25度？”在妈妈的询问下，苗苗说
出了原因。原来，苗苗的表姐也近视，
上个学期近视加深到250度后就新配
了一副眼镜，旧的眼镜（200 度）被她
收好放在书桌上的眼镜盒里，苗苗看
到后，觉得这副眼镜很漂亮，就叫表姐
给她戴一下。

戴上表姐眼镜的苗苗感觉有些轻
微眩晕，但看东西更“清晰”了，于是整
个假期都戴着表姐的近视眼镜，等到她
脱掉表姐的眼镜，换回自己的眼镜时，
才发现看东西模糊了，但为时已晚。

借戴他人眼镜有害处

记者了解到，因戴他人眼镜导致
近视度数加深的情况并不是极少数。

“眼镜极其讲究屈光度的高度准确
性。”三亚市妇幼保健院眼视光中心高
级验光员胡杨芳介绍，屈光度是以每
个人的眼睛实际度数来配镜的。因
此，每副眼镜的屈光度都是不同的。

倘若戴了屈光度不同的眼镜，虽
然暂时能看清物像，但绝对不是清晰
的。此时，人为了能看清东西，就会睁
眼用力观看，但此时的“看清”是人为
地加强调节得到的结果，时间稍长容
易产生视疲劳。胡杨芳介绍，眼睛长
期处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使眼睛近视
度数加深。“如果借戴的是散光的眼
镜，还会人为地把健康的眼睛变成散
光。”

“瞳距指双眼瞳孔之间的距离，是
配镜的主要技术参数之一，尽管两个
人的屈光度完全一样，但瞳距不一定
一致。”胡杨芳提醒，由于瞳距的偏差，
平行光线通过屈光系统屈折后，仍然
不能在视网膜上形成一个清晰的物
像，因此，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如
视物变形，清晰度减退，进而加重视疲
劳，致使眼干、眼胀、头昏脑涨、记忆力
减退、分析力差等，既影响工作和学
习，又伤害眼睛。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眼镜的重要
组成部分，镜架的挑选也很讲究。镜
架是根据每个人的脸型、头部大小选
择的，有的镜架甚至根据自己的鼻梁、
耳朵高低调整过，具有个性。

所以头大者借戴头小者的眼镜，
会撑松镜架或使镜架变形，导致镜片
光学中心不能和原来一样正对瞳孔，
镜眼距以及镜架的倾斜角、外张角等
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产生三棱镜效应；
反之，头小者借戴头大者的眼镜，则会
戴不稳，导致眼镜滑落。

胡杨芳建议，近视者或远视者最
好到眼科进行检查后，由配镜师配适
合自己的眼镜，只有适合自己的眼镜
才能配戴清晰、舒适、持久，不伤害眼
睛。

眼镜上落灰，你会选择怎么清
洗？多数市民的选择是往眼镜上
哈一口气，拿出眼镜布甚至是随
身衣服擦拭。

不过今天记者要告诉你，眼镜
布不是用来擦眼镜的！它真正的
作用，是用来包裹眼镜的，这样放
在眼镜盒里面，就能减少镜片和
镜盒之间的摩擦。

市面上大部分眼镜布材质不
够细腻，重复使用之后，布上容易
存有灰尘和异物，同时，镜片上面
也有很多微小灰尘颗粒，眼镜不
洗直接用眼镜布干擦，就相当于
在用小颗粒摩擦镜片，时间一长，
镜片自然就花了。

既然不能用眼镜布来擦眼镜，

那怎样清洁眼镜呢？其实方法很
简单。

首先在镜片上滴少许洗洁精，
用手指在镜片上轻轻旋转；然后
把镜片放在水龙头下，用清水顺
势冲洗，水流不要太大；清洗干净
后，用柔软的纸巾朝同一方向把
镜片上的水吸干，不要来回摩擦；
最后把眼镜放在通风处晾干，眼
镜的清洗工作便完成了。

除了用清水清洗的方法，也可
以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眼镜。另
外，提醒大家，摘戴眼镜时要用双
手，用单手摘戴眼镜容易使眼镜
变形。

（本报记者 吴英模）

健康快车·育儿

■生活·消费 距离中秋节还有两周，月饼“销售大战”已悄然打响。三亚月饼市场上充斥着广
式月饼、琼式月饼、港式月饼、苏式月饼等流派月饼，哪种月饼最“走俏”？价格如何？

9 月 15 日，记者走访重点商圈、商超以及三亚“月饼一条街”红沙社区发现，广式月饼和琼式月饼备受市
场青睐，三亚市民尤其倾向购买本地月饼；价格方面，每盒月饼售价在 30 元～300 元之间。

近视小学生暑假戴了表姐的眼镜，没想到开
学时近视加重了……

戴他人眼镜可能会加深近视
本报记者 吴英模

“查看尝”三招挑选月饼

市民：便宜好吃是重点

商品街的粑粑坊面包店主要卖
散装月饼。该店工作人员介绍，店
里的月饼有五仁、莲蓉蛋黄等口味，
产自三亚吉阳金麦浪食品加工厂，
15元一个。盒装的有8个，价位100
元～300元。

一位姓林的顾客说，自己吃一般
就买零散的几个，送人才会考虑买
礼盒。

在优沙蜜尔品牌面包店选购月
饼的张阿姨告诉记者，买面包就顺
带买几个月饼。“便宜好吃就行，不
太在乎包装。”张阿姨说。

记者在该店看到，有6种口味的
月饼，分别是水果草莓味、香芋蛋黄
味、火腿五仁味、水果凤梨味、粒粒
豆沙蛋黄味、纯莲蓉蛋黄味。

“十几元一个的散装月饼比较好
卖，礼盒的销量一般。”三亚蓝海购
物广场一位工作人员说。在该商
场，记者看到有广东湛江的金九月
饼、广州酒家月饼、佳宁娜月饼、华
香园月饼等，这里广式月饼的品类
较多，礼盒售价从138元到 300元不
等。

记者在该柜台停留半个小时，发
现前来选购月饼的消费者并不是很
多。一位来购物的李先生告诉记
者，只是过来看看，“这些盒装月饼
就是卖品牌和包装。”

红沙月饼销量上涨

不同于超市的冷清场景，在三亚
红沙社区，记者看到过来买月饼的
人络绎不绝，很多消费者一次购买
就是两盒。

在红沙茗扬香饼店选购月饼的
马先生说，红沙月饼比较香。该店
月饼师傅解释称，月饼太甜吃起来
腻，越香的月饼越好吃。“店里有 13
种口味的月饼，都是 45 元一盒。大

礼盒180元，有8～12个饼不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单个五仁月

饼在价格上要比其他馅的贵1～2元，
“主要是原材料太多，有瓜子、肉等。”
红沙社区某月饼店的销售人员说。

另外，记者在三亚国际购物中心
发现，同样是红沙月饼，有商家正在
以26元一盒的价格进行促销。在该
销售点，集聚了红沙月饼、深圳乐琪
月饼、定安黄竹海香饼厂、海口金香
月、佳宁娜等品牌月饼。

品牌月饼各有特色

记者观察发现，琼式月饼和广式
月饼一般紧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做
文章，比如佳宁娜月饼，诉诸的是

“鸳鸯”“花好月圆”“团聚”等理念。

水晶宫月饼则在制作工艺上，传
承一种“广式月饼、匠心手作”的技
艺精神。在三亚火车站及不少公交
车车身上，可以看到水晶宫月饼的
广告。

不同于以上两者，港式美心月
饼，在营销手法上别具一格，将钢铁
侠等动漫元素融入月饼盒设计上。
一位过来选购月饼的牛先生表示，
比较潮流，考虑买一两盒送人。

一位月饼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记
者，现在月饼销售价格浮动比较大，
有些标价300多元的礼盒月饼，也就
卖100多元，而且还可以再打折，“业
内人士一般拿价是4折。”

“中秋节前一个周才会迎来销售
高峰。”夏日百货一名月饼销售人员
说，“吃月饼，吃的就是一种情怀。”

中秋将至，三亚月饼市场月饼种类琳琅满目——

月饼,你更爱哪一款？
见习记者 潘浩宇

新闻多一点：

眼镜布不是用来擦眼镜的

下图：港式美心月饼别具特色的
钢铁侠包装盒。 见习记者 潘浩宇 摄

本报讯（记者 吴英模）距离中
秋节还有半个月，但月饼市场的

“销售大战”已经打响。如何选购、
贮存和食用月饼也成了三亚市民
比较关心的话题。为此，三亚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为大家
支招。

该负责人建议，想挑选到优质、
放心的月饼，市民需牢记三点：一
查二看三尝。

“查”指查产品的标签及标
志。市民在选购月饼时，要查看月
饼包装是否完整、盛放容器是否整
洁，包装上是否标明生产厂家的名
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
表等内容，还要查看是否标明产品
执行标准、净含量等。选购时，最
好去正规商场、超市或厂家购买，

并留存购物凭证。
“看”指看形态、色泽、组织。

质量好的月饼外形丰满，边角分
明，不凹底、不收缩、不破裂、不露
馅。三亚地区制售的月饼基本为
琼式月饼和广式月饼，其特点是皮
薄馅大、口味纯正、口感绵软爽口；
馅芯以莲蓉、椰蓉、蛋黄、水果为
主，甜咸适度。

“尝”指尝滋味与口感。新鲜、
用料纯正的月饼应具有该品种的
口感和风味，没有异味，并且需要
在低温、阴凉、通风的环境下保存；
而质量低劣的月饼不仅皮馅坚韧
没有酥松感，往往还会有一种苦涩
味。需要注意的是，琼式月饼和广
式月饼一般有一个“返油期”，建议
市民在购买时考虑食用时间，提前

三天左右购买，让其“返油”才会更
好吃，一般刚生产出来的月饼口感
偏硬。但也不宜放置太久，月饼如
果放置时间稍长会失去色、香、味，
受热受潮都极易发霉变质。

对于购买回来的月饼，该负责
人建议按照包装标签标示的方法贮
存，选择温度、湿度等适宜的贮存环
境，贮存时限不能超过产品保质期。

另外，琼式月饼和广式月饼大
部分属高糖高脂食品，医生建议，
一次不宜食用过多，尤其是老年
人、儿童及糖尿病患者、肠胃不适
者，更要控制食用量，不宜多吃。
对一些商家推出的冰激凌月饼、冰
皮月饼等，消费者应结合身体状况
有选择性地食用。此外，月饼类保
健食品属虚假宣传。

上图上图：：旺豪超市丹州店里旺豪超市丹州店里，，消费消费
者在挑选散装月饼者在挑选散装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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