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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News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

讯员 粤消宣 ）

护眼模式是否真的

“护眼”？ 防蓝光贴膜真的“防蓝光”

吗？ 11 月 8 日上午，记者从广东省、

市消委会“2019 年手机、平板电脑

屏幕对眼睛影响及防蓝光贴膜效

果比较试验”结果信息通报会上获

悉，手机、平板电脑自带的护眼模

式确实有降低屏幕蓝光的作用，而

贴膜防护蓝光的作用有限。 建议消

费者尽量选择有低蓝光模式的电

子产品，开启低蓝光护眼模式。

科学研究表明，电子产品屏幕

发出的蓝光会影响用户眼部健康，

特别是造成儿童和青少年近视问

题。 今年 4~9 月，广东省消委会联

合韶关市消委会、中山市消委会委

托专业第三方检测机构———莱茵

技术监督服务

（ 广东）

有限公司，选

择“蓝光辐射”作为核心测试项，开

展了手机、平板电脑屏幕对眼睛影

响及防蓝光贴膜效果比较试验。

据介绍，本次测试样品共计 51

批次，涉及品牌 34 个，其中手机样

品 25 批次，涉及 13 个品牌；平板电

脑样品 11 批次，涉及 10 个品牌；防

蓝光屏幕贴膜 15 批次， 涉及 11 个

品牌，10 款为手机贴膜， 其余 5 款

为平板贴膜。

本次比较试验使用样品的名

称有“护眼模式”“全局护眼”“夜间

护眼”“夜览模式”“超级护眼模式”

“蓝光过滤”几种。 经综合比较试验

发现：护眼模式的开启对样品屏幕

的有害蓝光辐射能起到抑制作用。

而防蓝光贴膜测试结果表明，大部

分标称具有“防蓝光”功能的贴膜

能起到一定的抑制屏幕有害蓝光

辐射的作用，但并未真正具有“防

蓝光”所传达出的隔绝大部分有害

蓝光辐射的作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通讯员

张新韵）

11 月 9 日， 广佛肇中小学生自

然观察实践与理论知识教育活动总决

赛在广州举行。 来自广州、佛山、肇庆三

地的 70 支中小学队伍， 共计 5 00 余名

学生参加比赛。

70支队伍分为7个小组进行比赛，

每组10支队伍， 比赛形式为现场答题，

按照鸟类、蝴蝶、植物三个项目的得分

相加为总成绩计算名次。

上午8点30分比赛开始， 题目分为

必答题、抢答题和综合题三个部分。 据

介绍， 今年新增的蝴蝶和植物两个项

目，无疑增加了比赛难度。 自然观察知

识比赛考察参赛选手们的基本理论知

识、临场应变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参

赛选手表现亮眼，积极抢答，现场不时

爆发出阵阵掌声。

此外，有一特殊的队伍也在决赛的

现场备受关注，他们是来自广州市启明

学校的视障学生。 他们反应敏捷，拥有听

声辩鸟的技能，丝毫不输给同龄人。

主办方介绍，今年的自然观察教育

活动在形式和规则上都有所创新。 户外

观察比赛在观鸟比赛的基础上新增了

对蝴蝶和植物的观察和辨别，三项成绩

的平均分为队伍总成绩，这对参赛学生

的要求更全面，只有具备更多物种的基

础知识和观察技巧，才能在众多队伍中

脱颖而出。 自然笔记和作文在户外现场

创作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参加自然

笔记和自然征文比赛的学生在海珠湿

地公园现场完成了他们的作品，经专家

和评委们的选出的优秀作品也在决赛

现场进行了展示，小作者们讲述了他们

的创作灵感， 并鼓励同学们多亲近自

然、爱护身边的动植物，发现自然之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

讯员 粤消宣）

今年 11 月 9 日是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致训

词一周年纪念日， 也是全国消防

日。 记者从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

一年来，全省消防救援队伍经受住

了 10.5 万多场灭火、 救援战斗考

验， 成功抢救疏散遇险群众 4.7 万

多人。 今年前十个月，全省消防救

援队伍接警 8.4 万起， 其中火警出

动 2.6 万起， 占了 31%； 抢险救援

3.4 万起，占 41%；社会救助 2.4 万

起，占 28%。 广东省消防救援队伍

正在向“全灾种、大应急”的方向转

型升级。

据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张

明灿介绍，近一年来，全省消防救

援队伍经受住了 10.5 万多场灭火、

救援战斗考验，成功抢救疏散遇险

群众 4.7 万多人， 圆满完成了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消防安保等重大任

务和河源“6.10”抗洪抢险等灾害事

故处置。

据介绍，今年前十个月，全省

消防救援队伍接警 8.4 万起， 其中

火警出动 2.6 万起，占了 31%；抢险

救援 3.4 万起， 占 41%； 社会救助

2.4 万起，占 28%。 从数据上可以看

出，广东的抢险救援和社会救助占

比较高，有 70%，惠州、河源、东莞、

深圳等市的社会救助和抢险救援

占了超过八成， 火灾在二至三成。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广东省消防

救援队伍正在向“全灾种、大应急”

的方向转型升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11

月 9 日，广州公交公安发布一则通

报： 11 月 7 日，一名女乘客报称一

男子在广州地铁三号线珠江新城

站往广州塔站的列车上裸露身体

对其进行猥亵。 接报后公交警方迅

速进行核查，于 11 月 8 日 14 时许

将该嫌疑男子

（ 马某某，

26

岁，广东

汕头籍）

抓获。 经警方调查走访、多

方取证， 该名男子违法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目前，公交警方依法对

其予以行政拘留处罚。

警方呼吁广大乘客在乘坐地

铁时，讲文明、守法规，乘客如遭遇

猥亵等不法侵害时， 请不要慌张，

尽量留下证据并向警方或车站工

作人员求助。 公交警方将持续开展

地铁辖区“猥亵”违法犯罪专项打

击行动，与广大群众共同营造平安

有序地铁搭乘环境。

手机护眼模式，真的能“护眼”！

广东省消委会发布比较试验结果，提醒消费者尽量选择有护眼模式的电子产品

地铁上猥亵女乘客

嫌疑男子已被行拘

一年来全省4.7万余人

获消防小哥解救

这些学生能看图认鸟听声辨鸟

广州举办广佛肇中小学生自然观察实践与理论知识教育活动总决赛

1.手机、平板电脑的护眼模式真的

护眼吗？

试验结果显示，护眼模式

（ 低蓝光模

式）

开启后可起到降低手机和平板电脑

屏幕蓝光辐射比、提升屏幕蓝光峰值比、

降低屏幕亮度和降低屏幕色温的作用，

从而降低屏幕有害蓝光辐射对眼部健康

的损害。

结论： 护眼模式确有降低屏幕有害

蓝光的作用，推荐开启！

2.贴膜能有效防蓝光吗？ 与护眼模

式相比哪个效果更优？

试验结果显示， 大部分品牌的手机

防蓝光贴膜有降低手机屏幕蓝光辐射比

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是太明显。

结论： 防蓝光贴膜对有害蓝光具有

一定的抑制效果，但作用较为有限，不如

护眼模式效果显著。

3.屏幕亮度越低对眼睛越好吗？

比较试验显示， 电子产品的护眼模

式

（ 低蓝光模式）

开启后可以起到降低屏

幕亮度作用。 但屏幕亮度过低时可能会

导致频闪频率过低，同样会伤害眼睛。

结论： 屏幕亮度的高低以眼睛感觉

舒适为宜， 同时环境光照明度也要与屏

幕亮度相匹配。

根据试验结果，结合专家意见，省消

委会发布电子产品选购使用消费提示。

尽量选择有低蓝光模式（护眼模式）

的电子产品。消费者在选购电子产品时，

不要过于追求低价或新潮， 要从有利于

眼睛保护出发， 选择有低蓝光模式具有

护眼功能的产品。

注意开启低蓝光护眼模式， 尽量将

亮度、色温调至眼部感觉舒适的度数。防

蓝光贴膜对降低屏幕有害蓝光的作用有

限，比不上手机自带的低蓝光模式功能。

养成并保持健康的用眼习惯。 应避

免在光线过亮或过暗的环境下长时间使

用电子产品， 如不在阳光下或暗室里使

用手机； 使用时应使眼睛与电子产品之

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角度， 不应躺着看

屏幕；应尽可能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如

以阅读纸质书代替电子书。

家长要正确引导青少年选用手机、

平板电脑。如在选购手机和平板电脑时，

最好能够带孩子到实体店进行实际的体

验之后再做选购。 引导孩子适度打开低

蓝光模式、 帮助孩子调节合适的色温和

亮度，要减少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用眼习惯并避免过度

用眼。

提示：减少使用电子产品

参赛学生在进行户外观察比赛。

通讯员供图

本次测试

样品共计

51

批

次， 涉及

34

个

品牌。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