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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用眼的时间越来越

长， 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便成了人

们日常必备药品之一。

近期， 有网友发微博称“大多

数眼药水含有防腐剂， 长期使用可

能会让人患上慢性结膜炎、 睑缘炎

等。” 这个消息让很多使用眼药水

的人心存疑虑， 使用眼药水还安全

吗？ 记者对此做了一番了解。

[药店]

部分眼药水

未标明含防腐剂

12 月 24 日， 记者以顾客的身

份到淇滨区部分药房了解眼药水的

销售情况。

记者来到淮河路的一家药房，

在药房的眼药水专柜， 记者看到这

里销售的眼药水有六七种， 价格从

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这些眼药水大多用以防止视疲

劳、 结膜充血和眼睛干涩等症， 但

在其成分表上并未标注是否含有防

腐剂。

记者看到， 在市场上销售的大

多数眼药水并未在成分表中标明是

否添加了防腐剂， 只有极少数眼药

水在包装的显著位置标明“不含防

腐剂”。

据某药店的销售人员说， “因

为大部分眼药水开封后要反复使

用， 为了防止液体变质， 可能会添

加少量防腐剂。”

[市民]

未关注眼药水

是否含防腐剂

从眼药水的购买人群来看，主

要是学生和白领，为此，记者走进了

淇滨区某中学。 当记者问起“是否了

解眼药水含防腐剂”一事时，多名学

生均表示不知情，“感到眼睛疲劳

时，滴眼药水挺舒服的，但我们不知

道眼药水里是否含有防腐剂。 ”

有几位学生家长表示， 在网上

看过眼药水含防腐剂一事， 但不知

如何辨别。

[医生支招]

正确使用眼药水

保护眼睛讲科学

那么， 眼药水里的防腐剂对健

康的影响大不大？ 应如何正确使用

眼药水？ 记者咨询了市中医院的眼

科医生。

“市场上销售的眼药水一般都

含有防腐剂。” 市中医院眼科医生

崔庆霞说， 大家的注意力不该放在

眼药水有无防腐剂， 而是滴眼药水

对眼睛有无好处。 “对防腐剂不必

闻之色变， 普通人应在医生指导下

使用眼药水， 且含防腐剂的眼药水

不宜长期使用， 偶尔使用则不必担

心有损健康。”

崔庆霞提醒， 一旦患上眼部疾

病， 选购眼药水也要慎重。

“很多眼药水含有防腐剂， 长

期使用不仅不能保护眼睛， 反而会

使眼睛中的结膜杯状细胞发生损

伤。 一旦结膜杯状细胞受损， 人就

会患上干眼症， 眼睛发红、 干涩或

者疼痛， 这样会导致越点眼药水眼

睛越干疼 。” 崔庆霞说， 从眼部保

健角度来说， 需要长时间用眼， 特

别是与电脑接触时间较长的人， 要

经常眨眼， 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和泪

液分泌， 这能让眼睛“保湿”。

戴隐形眼镜的人们要减少佩戴

时间， 平时可以多用热毛巾敷眼

部， 尽量不要熬夜； 冬季如果经常

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 应该使用加

湿器。 这些都是有助于保持眼睛湿

润、 预防眼部疾病的有效措施。

市消费者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餐馆为顾客提供

免费的消毒餐具是其应尽的义务，消毒餐具使用费应包含在餐

费内，但目前，餐馆向顾客收取消毒餐具使用费，且已形成不良

风气。 该工作人员建议卫生、工商等部门联合起来，抵制此种不

良风气，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据了解， 中消协曾于 2007 年 8 月指出， 向消费者提供安

全、卫生的就餐环境和餐具，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和卫生，是

餐饮企业的法定义务。 餐饮企业经营者应保证餐具安全卫生，

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作为法定义务的承担方，餐饮企业应

承担餐具消毒费用，而不得将其义务转嫁给消费者。 至于餐饮

企业通过什么方式对餐具消毒，到哪里消毒，是餐饮企业的选

择，由此产生的费用应由餐饮企业自行承担。

中消协还认为，消费者在就餐时，餐饮企业提供包括经消

毒达到卫生标准的餐具、餐巾等配套服务，是长期以来被社会

认可、约定俗成的基本服务内容和行业服务标准，是经营者的

随附义务，也是消费者接受就餐服务的前提。 服务产生的费用

是经营成本的一部分，其费用已包括在菜肴价格内。 部分餐饮

企业将这些配套服务改为收费服务，违背餐饮业的诚信原则。

纸质挂历遇冷

订制台历走俏

晨报讯（记者 李丹丹 见习记者 王涛）往年此时，家家

户户都要购买的纸质挂历、老皇历等会大量上市。 然而今年已

到年底，记者走访我市多家超市和文具店看到，一直以来备受

大家喜爱的纸质挂历难觅踪影。

12 月 20 日， 记者在我市多家超市、 文具店及书店内很少

看到有 2013 年的纸质挂历销售。 某超市的销售员告诉记者：

“由于电子日历、 手机日历等的普及， 这几年， 超市很少卖纸

质挂历了。”

在淮河路一家商店内，记者看到有少量传统挂历。“它们摆

在这儿快半个月了，买的人没几个，都是翻翻看看就走了。 ”商

店经营者说。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他们均表示已经很多年

没有买过纸质挂历了。 一位 30 多岁的女士说：“现在大家都有

手机或电脑，查日期很方便。 ”

纸质挂历的市场占有率日益萎缩，它是否会消失在我们的

生活中？记者在调查中得知，虽然纸质挂历的销售量逐年减少，

但使用纸质台历的人日益增多。 如今，大部分办公人员的桌上

都会放一本纸质台历，而不少企业也将自己的企业信息印在台

历上，免费送给客户和亲友，借此达到宣传的目的。

在山城区红旗街的一家印刷店里，经营者告诉记者，从 11

月起，店里不断接到订单，大部分是公司订制的台历，多达上千

本。“在台历上印上公司的名称、产品和电话号码送给客户，起

到的宣传效果远远大于投入的成本。 ”正在该店订制台历的某

公司负责人张先生说，他每年都要订做台历送给客户。

除企业外，个性年历也受到追捧，比如宝宝台历、旅游台

历、婚纱台历、聚会台历等。“我们把去年拍的照片挑了一部分，

打算做成年历，装饰新居。 ”一对即将结婚的情侣对记者说。 据

该印刷店的店员介绍，他们有许多年历模板，订做者只需带自

己的照片过来就行，订做价格不高。

除此之外，记者还在淘宝网上看到可供订制的多种精美水

晶台历。 一家经营水晶台历订制的店主告诉记者，临近新年，很

多人订做心仪的水晶台历，送给亲友当礼物。

网传眼药水含防腐剂

医生答疑：偶尔使用无大碍

□

晨报见习记者 常凯 田思民

就餐选用消毒餐具要付费

1 元消毒餐具该谁埋单？

□

晨报见习记者 朱迪 刘春香

越来越多的人在外就餐时，十分重视餐具的卫生状况，因此，使用 1 元消毒餐具成

了他们就餐时的必点“菜”，但这道“菜”是该由餐馆免费提供，还是该收取一定费用呢？

12 月 21 日，记者在淇滨区对此进行了调查。

多数中档餐馆使用收费消毒餐具

12 月 21 日， 在紫荆巷的一家餐

馆内， 一名店员告诉记者， 该店只

提供收费的消毒餐具 ， 但在店内 ，

记者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使用消毒餐

具要收费的提示。

随后， 记者来到卫河路一家餐

馆， 进去之后， 记者看到这里的每

张餐桌上都摆放有透明塑料包装的

消毒餐具， 在菜单下方用小字标明

“消毒餐具 1 元”。

一名店员告诉记者， 该店既有

免费的消毒餐具， 也有收费的消毒

餐具， 顾客可以自由选择 ， 但多数

人会选择收费的。

记者在淇滨区走访了多家饭店，

发现多数中档饭店都备有收费金额

为 1 元的消毒餐具， 且店内没有明

确提示使用消毒餐具需交费的标语。

消毒餐具该由谁埋单？ 市民看法不一

收费的消毒餐具该由谁埋单？ 记

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一部分人表

示可以接受饭店收取消毒餐具使用

费，大多数人认为饭店有义务免费提

供消毒餐具。

30 多岁的孙女士表示，在外就餐

时，如果餐馆提供的消毒餐具既有免

费的又有收费的，她会感觉免费的餐

具没消过毒。“收费的消毒餐具用起

来放心，就当花 1 元钱买健康。 ”孙女

士说。

“总觉得到餐馆吃饭，还要为餐

具掏钱不合理。 餐馆有义务为消费者

提供消过毒的碗筷，把餐馆应尽的义

务加到消费者头上，不应该。 ”司机刘

师傅说。

多数人认为为 1 元钱维权划不来

“一般去餐馆吃饭，考虑到卫生

问题， 我会使用收费的消毒餐具，虽

然我也认为这个费用收得不合理，但

觉得没必要为这 1 元钱去计较。 ”

家住鹤翔东区的周女士说。 而在

某企业工作的赵先生说：“几十元、几

百元的餐费都花了，也不在乎 1 元钱

的消毒餐具费，没想过因为 1 元钱去

维权。 ”

在采访中，不少人的看法跟周女

士相同，他们认为没必要因为 1 元钱

计较，维权的成本更高，划不来。

律师：餐馆明确告知

且顾客接受后，使用

消毒餐具应付费

淇滨区法律援助中心

的赵律师告诉记者，《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规定，

消费者“有权自由决定购买

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

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

服务”， 餐饮行业在没有告

知顾客使用消毒餐具要收

费的情况下，收取餐具使用

费则涉嫌强行消费，侵害了

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消费

者有权拒绝支付。商家应以

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提前告

知顾客消毒餐具收费事项，

顾客有知情权和自由选择

权。 如果消费者愿意接受，

就是双方达成了协议，消费

者应该支付消毒餐具使用

费。如果消费者不使用收费

餐具，那么饭店提供的其他

免费碗筷也必须确保卫生。

带包装的餐具一般是

由商家付费，请专门的消毒

厂家对其进行消毒处理，顾

客如果使用的话，商家一般

会收取相关费用，消费者如

遇到因消毒餐具收费引发

的争议，可向法律援助中心

求助。

市消协：餐饮企业应当承担餐具消毒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