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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追求更逼真的视觉
体验，观看 3D 影片佩戴 3D
眼镜是必不可少的。当你
一手捧着爆米花，一手接过
影院工作人员递上来的 3D
眼镜时有没有想过，它被多
少人戴过？有没有病菌？
3D 眼镜在带给人们身临其
境的体验之余，其卫生状况
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你戴的3D 眼镜消毒了吗

资料照片

■ 本报记者 雷洁

记者调查

行业规定

市民反映

影院消毒参差不齐
日 前 ，记 者 连 续 走 访 了
西宁市几家电影院，发现电
影院针对 3D 眼镜都有相应
的清洁流程，每场 3D 电影散
场时，将使用过的眼镜放入
整理箱中，工作人员回收完
毕后逐一检查外表是否有污
染，镜片是否有指纹、油渍，
发现问题则使用沾有专用清
洁液或者酒精的超细纤维布
进行擦拭，在一天中最后一
场 3D 电影放映结束后，会逐
一使用医用酒精进行清洁消
毒，最后将眼镜有序分层摆
放在 3D 眼镜消毒柜中进行
消毒。
记者在西宁市城西区力
盟商业步行街星美国际影城
检票口处看到，验票的工作
人员从 3D 眼镜消毒柜中取
出眼镜递给观众，这个过程
中，工作人员并没有戴手套，
眼镜也没有任何包装。随
后，记者咨询电影院工作人
员是否对眼镜进行了消毒？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 眼镜都
是当天放映全部结束后放入
消毒柜中消毒，各场次之间
都是用医用酒精擦拭消毒，
就是将酒精喷到镜片上，再
将眼镜布喷湿后逐个擦拭。
影城配备了两台 3D 眼镜消
毒柜，共可放入 500 副眼镜。”
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 3D 眼

镜消毒记录表，记者看到记
录表上分为酒精消毒和消毒
柜消毒，记录着每天具体消
毒时间和工作人员的签字。
记者了解到，该影城只为成
人提供 3D 眼镜，儿童观影时
则需要到前台自行购买儿童
眼镜，每副眼镜价格 20 元。
随 后 ，记 者 来 到 位 于 城
西区五四大街青剧影城，观
察发现电影散场后工作人员
拿出塑料筐收回 3D 眼镜，将
杂乱的眼镜理顺后，这位工
作人员并没有进行任何清
洁，而是直接将眼镜放入了
消毒柜。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3D 眼镜每天都会在消毒
柜里进行消毒，同时电影院
还为顾客提供一次性消毒纸
巾。
“你看这里一天这么多
人，我们都按照规定进行消
毒，但不能保证这里面一点
灰尘都没有，所以经常看电
影的话，最好自己买一副个
人专用的会比较好一点。
”
记者在位于城西区西关
大街银河欢乐影城看到，每
个影厅检票口处都放置着一
台 3D 眼镜消毒柜，但记者无
法看到 3D 眼镜具体消毒过
程，同样，工作人员在发放眼
镜时没有采取佩戴手套等相
关措施。

镜片上有指纹很常见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虽然各
大影院都配备了 3D 眼镜消毒柜，
但是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电影院
都没有办法做到每场电影之后
对每一副 3D 眼镜使用消毒柜进
行消毒。记者随机采访了 15 名
观众，其中一名观众自备 3D 眼
镜，10 名观众表示不会对影院提
供的 3D 眼镜进行二次消毒，有 4
名市民表示观影之前会自备纸
巾擦一下。
王女士说：
“ 我经常来看电

影，对公用的 3D 眼镜还是会有点
顾虑，有时眼镜上有指纹、油渍，
一般自己会带湿纸巾再擦一
下。蔡先生表示：
“ 看到过影院
门口有消毒柜，但不知道是不是
正常工作，它们有没有消过毒不
清 楚 。”带 着 孩 子 的 魏 女 士 说 ：
“这种公用 3D 眼镜有时感觉确实
不卫生，镜片模糊或者镜片上有
指纹很常见。她为孩子专门买
了一副 3D 眼镜，每次看电影都会
带上。
”

需要
“一客一换一消毒”
1 月 31 日，记者采访了西宁市城西区卫生监督
所监督科科长田光，他告诉记者：
“根据国家卫生部
发布的《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电影院供观众使
用的眼镜在每场电影后都必须进行消毒，也就是需
要“一客一换一消毒”。西宁市 3D 眼镜消毒方式以
紫外线消毒、臭氧消毒和酒精消毒为主。卫生监督
所会不定期对影院内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按照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如果发现影院
未按照规定对眼镜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或者重复
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将责令其限期改正。
”
田光表示，由于目前还没有相关仪器或者其他
方法来检测眼镜是否按要求消毒，监管部门在检查
时只能查看影院是否配备 3D 眼镜消毒设施，仪器是
否正常工作，以及影院内 3D 眼镜消毒记录表。下一
步，监督部门会加大不定期抽查力度，同时要求影
院工作人员发放眼镜时配备手套。

医生建议

最好自备 3D 眼镜或消毒液

西宁某影城 3D 眼睛消毒柜 雷洁 摄

从事多年眼科专业的医生赵惠芳表示，影院提
供市民使用的 3D 眼镜，如果在前一位市民使用后不
做消毒处理，而这位市民正好患有传染性的眼疾，
那么，后来使用眼镜的市民很可能因此被感染。为
了防止反复使用的眼镜上可能会隐藏着病毒性结
膜炎、红眼病等病菌，赵惠芳建议去看 3D 电影时最
好自己携带 3D 眼镜或随身携带一瓶手部消毒液，在
观影之前可以使用消毒液擦拭镜片或镜架，在没有
手部消毒液的条件下，可以使用湿纸巾代替，这样
可以减少感染的风险。观影结束后市民应第一时
间洗手，保护手部卫生，如果观影后出现眼睛红肿、
瘙痒、分泌物增多等不适症状，要及时就医。

西宁市公安局关于敦促涉黑涉恶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面优化
西宁市的发展环境，给黑恶势力犯
罪人员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
机会，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精
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
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

罪活动。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1 日，主动投案自首、如
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依法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在此规定期限内拒
不投案自首、继续为非作恶的，将依
法从严惩处。
二、涉黑涉恶人员的亲友应当
积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首，经亲友
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
案后将涉黑涉恶人员送去投案的，
视为自动投案。窝藏、包庇涉黑涉
恶人员或者帮助洗钱、毁灭、伪造证

据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
得收益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涉黑涉恶人员到案后有检举、揭发
他人犯罪并经查证属实，以及提供
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并经查证
属实，或者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
犯罪嫌疑人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
依法减轻处罚。涉黑涉恶人员积极
配合侦查工作，在查明黑社会性质
组织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者、领导者
的地位作用，组织实施的重大犯罪

事实，追缴、没收赃款赃物，打击“保
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
护伞”等方面提供重要线索和证据，
举报方式：
经查证属实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
1. 拨 打 举 报 电 话
情况，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15309789110）或前往西宁市公安
三、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
局刑警支队六大队（宁张路 53 号院
报犯罪人员，动员、规劝涉黑涉恶人
内）进行举报。
员投案自首。对在打击黑恶势力违
2. 关 注 公 众 微 信 号“ 西 宁 刑
法犯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深
警”
，在“线索举报”
一栏中留言。
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中发挥重要作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用的，予以奖励。对威胁、报复举报
西宁市公安局
人、控告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2018 年 2 月 9 日
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将依法保护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