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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脸“洗”的是什么

洗脸除了洗掉化妆品、 灰尘

外，还会把皮肤本身的角质层和分

泌的油脂洗掉。

角质层：角质层是人体的表皮

细胞， 可以抵御病原微生物的侵

袭、防止体内水分蒸发、抵挡紫外

线的伤害。

角质层被破坏，皮肤失水速度

增加，变得干燥粗糙。 有害物质容

易刺激皮肤，尤其容易受到紫外线

伤害，在使用洁肤、化妆品时感到

刺痛。

油脂：在角质层之外，皮肤分

泌的汗液和皮脂乳化成皮脂膜，使

皮肤表面处于弱酸性环境，保护皮

肤正常功能。

过度清洁使皮脂丧失，皮脂膜

抑制皮脂腺分泌的压力减轻，反而

使皮脂腺分泌速度增快，会分泌更

多的油脂，造成油光满面。

不同肤质洗脸有讲究

◆油性皮肤

可用清洁力稍好的洗面奶，早

晚洗脸，白天若出油多，可用化妆

棉蘸温水轻轻擦拭。

皮肤油不代表皮肤含水量也

好，深层洁面产品容易过度清洁而

破坏皮肤表面的保护膜， 加速老

化。 一些去死皮的产品，一周使用

1 次即可，不要超过 2 次，否则也

会损伤皮肤。

◆干性皮肤

干性皮肤的人，早晚各洗一次

脸即可，早晨脸上只存在少量皮肤

代谢物，清水冲洗就可以。

晚上洗脸时， 选用温和不刺

激，即 PH 值在 5.0-6.5 间，微酸

性的洗面奶。 洗后皮肤没有红肿、

刺痛、干燥或脱屑等现象为宜。

◆痘痘肌

可选择有一定消炎效果、不含

刺激性成分的洗面产品，否则会刺

激皮肤分泌更多油脂，这也是长痘

痘的根源。

皮肤科专家教你洗脸

皮肤科专家推荐一套科学洗

脸方法：

水温：35℃

摸上去有温热感，既能洁肤，又

有镇静作用。 过凉的水会使皮肤受

冷刺激，毛孔收缩，最终可能导致毛

孔粗大，引起粉刺、痘痘等问题。

手法：向外画圈

洗净双手后，双手揉搓至洗面

奶充分起泡。额头、脸颊，双手向外

画圈按摩 15下。鼻子，从鼻翼到鼻

尖，上下揉搓。

时间：2分钟

洗脸时间过短，皮肤表面的脏东

西和洗面奶残留没有冲洗干净，容易

导致毛孔堵塞。洗脸时间过长则可能

过度清洁导致皮肤干燥、受损。

洗脸后：3分钟内护肤

秋冬季节天气干燥，洗完脸后

尤其要重视后续护肤步骤。洗完脸

后的 3 分钟里，皮肤毛孔处于张开

状态，利用这个时间使用护肤品最

佳。 据“生命时报微信”

为什么你的脸越洗越“难看”

洗脸这个每天回家后的“必备动作” ，简单到很少有人思考：到底该

怎么洗。 不洗不行，洗太过也不好。 皮肤干燥、毛孔粗大、皱纹增加……

这些问题都与“脸洗错了” 有关系。 在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

任医师杨淑霞将手把手教大家洗脸这门技术活儿。

人到中年为何容易发福？ 一个国际

研究团队发现，这可能与脂肪组织中的

脂质周转（储存和去除脂质的能力）有

关。 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即便不多吃、不

减少运动量，体重也更容易增加。

研究人员对 54 名成年男女的脂肪

细胞进行了平均 13 年的研究， 结果发

现，在研究期间，所有受试者无论体重增

加或减少，其体内的脂肪组织中脂质周

转能力都有所下降。 研究还发现，受试

者中除了那些通过减少热量摄入来“对

冲” 的人，其余人体重平均增加了 20%。

此外，加强运动有助加速脂质周转。

研究人员认为，脂肪组织中的脂质周

转是参与体重调节的重要因素。该成果有

可能为肥胖治疗开辟新途径。 据新华社

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有先兆，

“眼中风” 也是如此。 该病的主要

症状表现是突然发生的无痛性视

力下降，这种视力下降在经过短暂

的休息后是不能缓解的。有一部分

“眼中风” 患者在永久性视力下降

之前会发生一过性的黑矇，即突然

眼前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 这种

一过性的视力下降在休息一会儿

（可以是几秒钟，也可以是十几分

钟）以后，视力可以逐渐恢复。 所

以，如果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会出现

一过性视力下降， 就应该提高警

惕，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看看有

没有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的危险

因素。

引起中风的原因包括血管栓

塞、血管痉挛、血管壁损伤导致的

血栓形成， 以及一些其他的原因：

比如一些眼部手术使眼压和眶压

急剧增高导致视网膜动脉阻塞，还

有一些俯卧全麻术后的病人，清醒

后发现一眼视力下降，也可能是发

生了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 另外，

目前随着美容业的蓬勃发展，颜面

部注射玻尿酸、硅制剂的人越来越

多，如果注射时误入血管，也可造

成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

那么，哪几类人群会是眼中风

的高发人群？ 目前来看，大部分的

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的患者是老

年人，发病年龄多为 60 岁到 70 岁

之间， 平均发病年龄大约是 60 岁

出头。血管栓塞的主要来源是颈动

脉、主动脉和大血管的动脉粥样硬

化病灶区，心脏瓣膜疾病、感染性

心内膜炎，以及下肢长骨骨折需要

长期卧床的患者。

据《光明日报》

有此一说

张老先生从 3 年前开始，常感

觉身体麻木、背部无力、走路前倾，

有时直起腰都有困难，一直以为是

腰肌劳损和颈椎病， 最后才找到

“罪魁祸首” ，竟然是帕金森病。

神经内科专家介绍，帕金森病

是中老年人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

性疾病之一，平均每 100 名老人中

就有一位帕金森病患者。帕金森病

会让老人出现弯腰驼背、 关节僵

硬、肢体麻木等症状，常被误诊为

颈椎病或腰椎病。

对症治疗后，上述症状会有所

好转。由于人们对帕金森病认识不

够，造成很多老人未能在早期及时

就诊和接受治疗，错过最佳治疗时

机，甚至逐渐丧失生活能力，给家

庭带来沉重负担。 因此，一旦出现

弯腰驼背等症状，最好尽早到医院

神经内科就诊。

家人平时也要细心观察老人

的情况。 帕金森病可能表现为：坐

着或行走时驼背严重，平卧时完全

消失；行走时常伴有小碎步，或者

越走越快，向前冲，停不下来；转身

时需要走几步才能转过来；走路时

一只脚像黏在地上一样，抬脚高低

不一致，摆臂动作不自然等。 日常

活动也会受到影响，如穿衣、系纽

扣或鞋带时动作笨拙等。帕金森病

起病隐匿， 还有一些前驱症状，如

嗅觉减退，夜间恶梦惊醒，或在床

上拳打脚踢，甚至坠床。

老年患者该如何应对帕金森

病？

1.早期适度锻炼 帕金森病早

期，如无运动功能障碍，要坚持锻

炼， 加强关节和肢体功能训练，四

肢各关节做最大范围的屈伸、旋

转、伸展等活动。

2. 预防并发症 长期卧床者，

要着重注意清洁卫生， 勤翻身拍

背，防止褥疮。 帕金森病患者对环

境适应能力较差， 应注意室内温

度、通风及采光等因素。 饮食宜清

淡，多食松软水果，防便秘。

3.加强心理关怀 帕金森病患

者往往有较重的精神负担，还可能

产生恐惧和绝望心理。家人平时要

多关怀老人，陪他们聊聊天、听听

戏、散散心。 家人的关爱能帮助老

人克服焦虑和烦躁，树立战胜疾病

的信心。

据《生命时报》

驼背 可能是帕金森前兆

无痛性视力下降 警惕“眼中风”

疾病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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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时发现自身权益受到损

害，想投诉不知道渠道？ 看这里！ 贵

阳晚报“医疗美容行业新闻监督热

线” 开通。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违规医疗，

请告诉贵阳晚报，我们将和医疗主管

部门一起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新闻监督热线：0851-85870512。

随着 “医疗美容行业新闻监督

热线” 的开通，《贵阳晚报》将一如

既往地担起媒体的监督作用。

同时， 本报长期向广大读者征

集线索，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剑指医

疗服务领域中的违规行为； 我们将

依托全媒体力量，让陷阱曝光现形，

让违规医疗行为无处躲藏。

遭遇违规医疗

请与本报联系

近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的一项

研究表明， 强化肌肉锻炼有助预防癌

症，可降低两成癌症的死亡风险。

根据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推

荐，肌肉强化锻炼项目（以 65 岁以上人

群为对象）包括：①杠铃、哑铃锻炼；②阻

力带锻炼；③自身重量训练(如俯卧撑、

下蹲、垂直悬挂等)；④上下台阶；⑤搬重

物；⑥庭院劳动；⑦瑜伽和太极拳。 研究

结果表明， 达到推荐的锻炼频次和标准

的参试者与未达标的人相比， 因癌症导

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 19%。 并且，肌肉强

化锻炼频次越高，癌症死亡风险越低。

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推荐老年

人每周进行两次以上腿、臀、胸、背、腹、

肩、臂等全身肌肉强化锻炼，每次时间

不限，以各部分肌肉感到疲劳为止。

据《生命时报》

锻炼肌肉

癌症风险降两成

人到中年

为何易发福

苹果生吃可防止便秘，加

热后的苹果，能最大化的软化

膳食纤维， 减少对肠胃的刺

激，对调理肠胃、止泻都非常

有帮助。

做法：

● 取 3-4 个苹果， 去皮

后切成块。

● 把苹果块放入锅中，

加一根肉桂棒、3-4 勺白糖和

适量水一起煮。

● 用大火煮开， 再换成

小火慢炖 20 分钟，即可捞出，

苹果和汤可一起食用。

苹果熟吃

天然止泻药

综合

每天进食一定量的菠菜， 可以减低

老年失明的危险，主要是因为菠菜里面，

还有类胡萝卜素， 像这种绿色多叶蔬菜

和黄叶蔬菜中都含有特别多的类胡萝卜

素，菠菜还有助于提高人的记忆力。

菠菜中含有的纤维素还可以治疗便

秘，痤疮等症状，并且多吃菠菜，对夜盲

症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多吃菠菜，对我

们保护视力有很好的辅助疗效作用。

综合

每天进食菠菜

有助保护视力

不妨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