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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牌

手机玩多了要警惕这个病
【同仁大讲堂】

在如今这个时代，电子产品几
乎人手一部，无论电脑或手机，占据
大家许多时间；后疫情时代，工作压
力大，机不离身已是许多上班族的
写照，长久下来除了眼睛容易干涩
疲劳外，常常让人担心，是否会造成
眼睛的疾病？若有时会突然眼痛伴
头痛，甚至伴恶心呕吐，则一定要警
惕青光眼发作。
青光眼已成为全球首位不可逆

致盲眼病，目前，全球约有超过
6000 万原发性青光眼患者，预计到
2040 年，全球青光眼患者将达
1.118 亿。虽然青光眼致盲后不可
复明，但如能及早发现、及时正规治

疗，患者仍可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用
视力，维持正常生活和工作。
青光眼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

其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青
光眼在整体人群中的患病率为 2%，
40 岁以上增加 1 倍，65 岁以上为
4%-7%；目前中国确诊的青光眼患
者有2700万，致盲率高达 22.7%。

青光眼———视力隐形杀手
什么是青光眼？与眼压相关的

以视神经萎缩和视野缺损为共同
特征的疾病，主要是由于眼内压
力超过视神经所能耐受的程度，
从而引起视功能受损的不可逆性致

盲性眼病。
青光眼患者症状多表现为隐匿

性和多样性，像原发性开角型青光
眼、正常眼压性青光眼等早期、中期
可能没有症状，而且，也可能没有特
异性症状，因而又被称为视力的隐
形杀手。
眼压是青光眼视神经损害的重

要危险因素之一。
眼压就是眼球内部的压力，简

称为眼压。它是眼内容物对眼球壁
施加的均衡压力。正常人眼压稳定
在10mmHg～ 21mmHg（1.33kPa～
2.80kPa)，以维持眼球的正常形态，使
各屈光介质界面保持良好的屈光状

态。因此定期监测眼压对于患者非常
关键。
专家呼吁要 “主动筛查青光

眼”，青光眼虽然发病隐匿，危害巨
大，但如果早发现、早治疗，可终身
保持有用视功能。40岁以上人群是
青光眼的高发期，定期检查可以更
好地对付青光眼善于隐身的特点。
建议 40 岁后，至少每年进行一次
全面的眼部检查。

青光眼易患人群
1、有青光眼家族遗传史
2、近视患者，特别是高度近视

患者（度数>600 度）

3、糖尿病患者
4、高眼压患者
5、性格过于急躁或者忧郁的

人群
6、长期使用激素类眼药水
7、高强度工作、长期疲劳用眼者

得了青光眼，怎么办？
1、遵医嘱用药，不要自行停药、改药
青光眼用药一般来说都是定时

定量，不规律的用药将会导致病情
加重，眼压控制不理想，进而导致失
明，甚至摘掉眼球。
2、终身随访
青光眼是复杂的眼科慢性病，

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需要定期
复查的。做完青光眼手术 ≠ 眼压
控制良好；门诊复查几次结果良好
不等于 治愈青光眼，定期复查，监
测眼压、视力等指标，以尽早发现病
情变化。
3、疼痛或突然看不见，急诊看医生
如有突发眼红、眼痛、视力下

降、恶心呕吐等，及时至眼科就诊。

（同仁医院）

【招聘信息】

上海岱嘉医学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实施工程师

要求：大专学历，21 至 30 周
岁，做五休二
月薪：6000 至 8000 元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前台

要求：大专学历，22 至 35 周
岁，做五休二
月薪：5000 至 6000 元

上海万宏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护理员

要求：初中学历，55周岁以下，
做六休一
月薪：5000 至 6000 元

上海泰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银行保安

要求：初中学历，60 周岁以下，
做二休二
月薪：2480 元到手

上海南天电脑系统有限公司

物业经理

要求：初中学历，30 至 50 周
岁，做五休二
月薪：6000 至 7000 元

上海禹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助理

要求：高中学历，35 至 55 周
岁，做五休二
月薪：4000 至 5000 元

上海世纪联华超市长宁有限公司

称重员

要求：初中学历，50 周岁以下，
做一休一
月薪：3150 元 +考核奖

联系方式：52160606-2007
联系人：杨老师

【食药安全】

服药期间管住嘴，吃这些东西会降低药效甚至有毒副作用
有些人存在这样的疑问，为什

么有时吃了药不管用？明明已经听
医生的话，按时、按量吃了呀。吃药
时哪些东西不能吃，会降低药效甚
至有毒副作用？一起来看看吧！

抗生素忌牛奶、果汁
服用抗生素前后 2 小时不要

饮用牛奶或果汁，因为牛奶会降低
抗生素活性，使药效无法充分发

挥；果汁(尤其是新鲜果汁)富含的
果酸会加速抗生素溶解，不仅降低
药效，还可能增加毒副作用。

抗过敏药忌奶酪、肉制品
服抗过敏药期间忌食奶酪、肉

制品等富含组氨酸的食物。因为组
氨酸在体内会转化为组胺，而抗过
敏药抑制组胺分解，造成组胺蓄
积，诱发头晕、头痛、心慌等不适。

钙片忌菠菜

菠菜含有大量草酸钾，进入人
体后电解的草酸根离子会沉淀钙
离子，妨碍人体吸收钙，还会形成
草酸钙结石。服钙片前后 2小时内
不要进食菠菜，如果要吃的话需先
将菠菜焯一下。

布洛芬忌咖啡、可乐
咖啡中含有咖啡因，可乐中

含有古柯，它们都会刺激胃酸分
泌，加剧布洛芬对胃黏膜的刺激，
严重时可诱发胃出血、胃穿孔等
严重疾病。

止泻药忌牛奶

服止泻药不能饮用牛奶，因为
牛奶不仅会降低止泻药药效，其中
含有的乳糖还容易加重腹泻。

（区食药安办）

【便民】

上海加快实施新冠疫苗接种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本市按照“分步实施、

有序推进”原则，加快实施新冠疫苗接种。

【热点问答】
Q:本次新冠疫苗接种是否收取费用？
A:本次新冠疫苗实施免费接种，不向个人和

单位收取费用。

Q:现阶段针对什么人群实施新冠疫苗接种？
A:本次新冠疫苗接种按照“分步实施、有序

推进”原则实施。第一步，上半年接种人群主要包
括职业暴露风险较高的人群、有境外感染风险的
人群和维持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的人员等。
目前，这类人群的接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第二步， 开展接种的人群主要包括老年人、
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由于目前临床试验关于
这类人群保护效力的数据不充足，因此这类人群
接种工作需要根据疫苗研发进度来安排，临床试
验获得足够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后，将及时开
展相关人群的大规模接种。

第三步，除了上述两类人群外，其他有接种
意愿的人员穿插安排在全年接种。

Q:目前新冠疫苗适种年龄范围？
A:现阶段，重点聚焦 18-59 岁的人群实施新

冠疫苗接种。后续，根据国家有关临床实验结果，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 适时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等实施大规模接种。

Q:为什么要开展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A:疫苗是预防传染性疾病最有力的武器。人

群中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程度，可形成有效群体
免疫屏障，阻断新冠肺炎传播蔓延。因此，在没有
接种禁忌症的情况下，符合条件的人群均推荐接
种新冠疫苗。

Q:上海市使用的是什么疫苗？
A: 本市目前使用的是国产新冠病毒灭活疫

苗。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系通过化学等方法使新冠
病毒失去感染性和复制力，同时保留能引起人体
免疫应答活性而制备成的疫苗。

目前，其他研发技术路线的新冠疫苗正陆续
上市，后续使用的疫苗产品将根据疫苗上市情况
及时调整。

Q:新冠疫苗接种打几针？ 接种部位？
A:新冠灭活疫苗目前推荐的基础免疫程序为

2 针，期间至少间隔 14 天，接种部位为上臂三角
肌。 不同疫苗产品的接种程序和接种部位有所不
同，具体以疫苗产品说明书为准。随意调整免疫程
序可能影响安全性、免疫应答效果和免疫持久性。

Q:接种对象有哪些情况应暂缓接种新冠疫苗？
A:目前阶段，以下情况建议暂缓接种新冠疫苗：

（1）对疫苗中任何成分过敏者；
（2）既往发生过疫苗接种严重过敏反应（如

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
（3）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

急性发病期和发热者；
（4）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
（5）患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

疾病者，有格林巴利综合症病史者；
具体以疫苗说明书为准。

Q:新冠疫苗接种是否安全有效？
A:目前在用的新冠疫苗，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均经过验证。建议符合接种条件的居民尽早登记
预约，根据安排及时接种，以尽快建立人群免疫
屏障，加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Q:接种新冠疫苗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A:在疫苗接种过程中，受种者应注意并配合

做好以下事项：
接种前，应提前了解新冠疫苗相关知识及接

种流程。
接种时，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如身份证

等），并做好个人防护，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
询问，如实提供本人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信息。

接种后，需现场留观 30 分钟 ；保持接种局
部皮肤的清洁，避免用手搔抓接种部位；如发生
怀疑由疫苗引起的不良反应，报告接种单位，必
要时及时就医。 接种后一周内避免接触个人既
往已知过敏物及常见致敏原，建议不饮酒、不进
食辛辣刺激或海鲜类食物，清淡饮食、多喝水，
适当休息。

Q:接种新冠疫苗可能会出现哪些不良反应？
A: 根据前期临床试验和紧急使用的相关信

息，新冠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与已广泛应用的其
他疫苗基本类似， 主要为接种部位轻微的红肿、
硬结、疼痛等，也可能会有一过性的发热、乏力、
恶心、头疼、肌肉酸痛等，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

重要提示：接种疫苗后，在日常生活中仍需
保持“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注意保持安全
社交距离”等良好生活习惯。咨询热线：12320

（上海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