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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很多人反映用洗眼液能洗

出脏东西，比如灰尘、睫毛膏渣、小

黑点、白色絮状物等，因此觉得洗

眼液非常有效。 洗眼液洗出来的

“脏东西”究竟是什么？

答：人流出的眼泪是没有杂质

的。洗出来的灰尘、睫毛膏渣、小黑

点等杂质， 都应该是附着在眼睑、

睫毛、眼周皮肤上的杂质。 而白色

絮状物是黏蛋白，是保护眼睛的泪

膜的组成部分。

问：洗眼液可以消除视疲劳？

答：视疲劳是眼睛肌肉调节过

度引起的，闭眼休息就能缓解。 洗

眼液或眼药水中的一些成分可以

让眼部肌肉松弛， 补充维生素等，

在心理上有让眼睛舒服的功效。

（据《新京报》）

冬天洗澡过勤

可致皮肤瘙痒

医生建议：每周洗

2 次 ~3 次为宜

□晨报见习记者 田思民

冬天晚上下班，从呼啸的寒风

中回到家里，热水、暖气一应俱全，

此时，洗一个热水澡是上班族解压

驱寒之首选。“窗外寒风冰雪，浴室

热气蒸腾。 ”淇滨区某公司白领小

郭对冬天洗热水澡情有独钟。

每天只要时间允许，小郭就洗

澡，不洗身上就痒，而且越洗越痒。

有时候穿羊毛衫，他感觉羊毛或者

线头蹭到皮肤就会痒，这让他很难

受。 那么，洗澡和皮肤瘙痒之间到

底有没有关系呢？

为此，记者采访了京立医院皮

肤科的乔祥恩医生。“讲究卫生是

好事，但洗澡次数过多，搓擦皮肤

过度并没有好处。 ”乔祥恩就此进

行了解答。

“洗澡过勤容易破坏人体正常

的皮肤结构。 皮肤最外面是角质

层，自动脱落的角质层和皮肤汗液

混合的皮垢不会很多，每天把皮垢

洗掉，对皮肤有一定的清洁、保护

作用。 但是洗澡过勤，或者搓擦皮

肤过度， 很可能破坏皮肤的角质

层， 使其保护皮肤的能力减弱，表

皮细胞内的水分更容易蒸发，特别

是冬天， 在室内暖气充足的情况

下，皮肤就会干燥，从而出现皮肤

瘙痒。 感到瘙痒后，有些人会使用

硫磺皂，这样做适得其反，会加重

皮肤的干燥程度。 ”乔祥恩说。

乔祥恩建议，冬季每周洗两三

次澡是比较合适的。 对于那些有每

天洗澡习惯的人来说，要特别注意

洗澡的方法。“首先洗澡的水温不

要过高，以 38℃~40℃为宜；其次是

洗澡的时间不宜过长；还有就是要

掌握好清洗的力度，不要破坏表皮

的角质层。 ”

长期使用洗眼液

可诱发多种眼部疾病

洗眼液:

你看清了吗？

晨报讯（记者 范丽丽 / 文 通讯员

王翔 / 图）点点滴滴热血浓，人道博爱处

处情，健康传递快乐，献血传递爱心。 12

月 22 日上午， 受银兴国际广场以及沃尔

玛超市之邀，市中心血站的采血车开到位

于淇滨区鹤煤大道中段的银兴国际广场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3 个小时之内， 有 30

多名市民报名献血，有 16 人验血合格，当

天共献血 6400 毫升。

当天上午 8 时 30 分， 市中心血站的

采血车准时到达银兴国际广场。采血车首

次在沃尔玛超市的“家门口”亮相，随即引

来许多市民围观。家住淇滨区的杨女士和

其他人一起围在采血车前，询问工作人员

有关献血的事宜。工作人员为他们发放了

宣传资料， 并耐心地为他们讲解献血知

识：“献血好处多，可预防、缓解高粘血症，

可预防、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率，可促

进心理健康，延年益寿。 献血前一定要注

意，不能吃肥肉、鸡蛋、花生等油腻的食

物，保持清淡的饮食。 ”杨女士说，由于事

先不知道沃尔玛超市的大门口能献血，她

早饭吃了油条，验血时才知道没达到献血

要求。 了解到采血车下周六还来此处采

血，她说下周将做好准备来献血。

当天， 尽管天气晴朗但十分寒冷，气

温下降到了 5℃，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市民

的献血热情， 大家耐心地排队等候验血。

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一面为大家讲解

献血知识， 一面为参加献血的人登记、检

查、验血、抽血、建档、发证。沃尔玛超市的

工作人员向参与无偿献血的市民赠送了

爱心套餐， 包括 1 袋牛奶、1 个面包、1 包

抽纸等。

“银兴国际广场是一个全国连锁的大

项目，我们在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各种公益

活动。近日，我们的电影院开业了，我们计

划为参加献血的市民发放电影优惠券等

多种形式的礼品。 ”银兴国际广场副总经

理马燕鄂表示。

沃尔玛公司事务部经理赵阳说，热血

是生命的标识，献血是文明的行动，企业

就像在社会大家庭中默默流动着的血液。

作为一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型连锁超

市， 沃尔玛设有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基金，

每年每月都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组织

开展各式各样的公益活动。 前几日，他们

为垃圾清运工送去了保暖套餐。 今后，他

们将把与市中心血站联合组织采血作为

一个固定的社会责任活动，他们还将在商

场入口处摆放献血知识展架，继续为周六

上午在银兴国际广场献血的市民赠送爱

心套餐。

市中心血站负责人告诉记者：“银兴

国际广场和沃尔玛这种支持无偿献血、奉

献爱心的行动让我们很感动，他们组织员

工献血，并为参加献血的市民提供爱心套

餐，展现了良好的企业风貌。 ”该负责人表

示，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像银兴国际广场

和沃尔玛一样，积极与血站联系，加入到

无偿献血的大军中去，血站将为集体献血

的单位提供方便， 联系电话为 3338698、

3328429。 春节前这段时间，每周六上午，

您可到沃尔玛超市大门口或直接去市中

心血站献血。

蛇年春节前 每周六上午

采血车“亲近”沃尔玛 期待您参与无偿献血

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

购买和使用洗眼液，他们认为专业

的洗眼液可以让眼部清凉舒服，在

缓解视疲劳的同时，甚至还能清除

眼部分泌物和掉进眼里的异物，抑

制细菌感染，含有维生素的洗眼液

等还可以给眼部做一个 spa。洗眼

液究竟是否有如此多的功效？使用

是否安全？ 记者带您一一了解。

日常保健类洗眼液

并无“药”字批号

洗眼液对普通人来说并不陌生，超

市和药店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日常保健洗眼液生产厂商在为产品

申请国内审批时， 面临难以申请为药类

的尴尬境地。之前，他们可以将洗眼液作

为消毒产品报批，现已被明文禁止。在国

内，和隐形眼镜护理液、清洁剂等归为卫

生用品管理的洗眼液， 是没有任何批准

文号的，而人们对其不合理使用，甚至是

滥用反而容易诱发其他疾病。

洗眼液主要成分

为人工泪液

大部分洗眼液是由人工泪液、 透明

质酸钠、牛磺酸、硼酸盐、维生素如 B6、

B12、氨基酸等成分,甚至添加一些抗过

敏的药物、消炎抗菌的药物等。而人工泪

液一般模拟人的眼泪的成分和结构，它

主要是由水和保湿剂构成。 常用的保湿

剂有硫酸软骨素、 透明质酸钠等高分子

材料，临床上用它们来治疗干眼症，但不

能长期使用。

添加抗生素的洗眼液可造成眼部菌群失调

日常护理用的洗眼液相当于

添加了其他成分的人工泪液，但添

加了抗生素的洗眼液不能长期使

用。比如某些洗眼液宣称可减少眼

里的红血丝，其实是添加了收缩血

管的药物，点入眼内，充血的状况

看似减轻，但三四个小时后，血管

收缩后反弹，红血丝的情况会更严

重。 而使用添加了抗生素的洗眼

液， 会在抑制某些细菌的同时，也

抑制了眼睛正常的代谢物，长期使

用会造成眼部菌群失调。

洗眼液中的防腐剂会致干眼症

为了稳定药物的性质，维持较

长时间不被污染，绝大多数的洗眼

液中都含有防腐剂。

长期使用含有防腐剂的洗眼

液，会导致、加重干眼症等眼疾。

防腐剂不仅会破坏泪膜的完

整性和稳定性， 还会破坏眼球表

面结构， 损害原本紧密相连的角

膜上皮细胞结构， 出现角膜上皮

脱落、 缺损、 糜烂， 严重时甚至

会发生角膜溃疡、 角膜溶解、 穿

孔以致失明。

长期使用 泪腺功能可能退化

长期使用洗眼液，可能会造成

眼睛对药液的依赖，泪腺分泌泪液

的功能逐渐退化。含抗菌成分的洗

眼液可能会使得眼内菌群失调，细

菌产生抗药性， 一旦眼睛发生感

染，会给治疗造成难度。另外，抗菌

药物本身可能造成角膜上皮损伤，

有些药物会诱发眼睛发生过敏反

应。 频繁使用洗眼液，可导致眼球

表面结构、结膜囊菌群、泪液成分

和角膜上皮结构改变，从而出现角

膜的炎症性改变。

◎热点问答

热心市民在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