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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皮肤好 清洁防晒保湿不能少
专家提醒:日常要谨慎使用网红护肤设备和产品 出现皮肤问题应及时向专业医生咨询

健康视点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主持人

国医讲堂

小满后饮食起居防热防湿
按足三里丰隆穴 吃荸荠冰糖藕羹

中国学生营养日活动全面启动

市疾控中心向全市学生发出健康营养信

夏季户外剧烈运动也有失温风险
剧烈寒战四肢冰凉应立即采取保护措施

今天是“5·25全国护肤日”,今年的
宣传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科学护
肤”。我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昨天
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进行了义诊
和健康课堂科普宣教活动，指导公众科
学保健护肤，预防皮肤病的发生。今天，
中医一附院、医大二院、南开医院等多
家医院都将举行皮肤科专家义诊。专
家近日表示，夏季是皮肤疾病的高发季
节，日晒引起的日光性皮炎、化妆品引
起的接触性皮炎，以及长时间戴口罩诱
发的脂溢性皮炎、痤疮患者都较其他季
节增多。专家提醒市民夏季护理皮肤
应该特别重视皮肤清洁、防晒和保湿等
三个护肤步骤，日常要谨慎使用网红护
肤设备和产品，出现皮肤问题应及时向
专业医生咨询。

长期戴口罩加重痘痘酒渣鼻
勤用修复保湿乳霜注意防晒

我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肤科
主任医师李虹说，后疫情时期，长期戴口
罩导致皮肤过敏引起接触性皮炎是非常
常见的皮肤问题。口罩中可能引起过敏
的物质主要是残留甲醛、弹性耳带，泡沫
封条等，大家佩戴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
普通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发生接触性皮
炎的概率相对较低。目前已发表的几例
口罩引起严重皮肤不良反应的报道主要
见于佩戴N95口罩的医护人员。但口罩
对皮肤的影响总体来说是负面的。因为
长期戴口罩，面部皮肤处在潮湿、闷热的
环境中，皮肤温度会上升1℃—2℃，微生
物繁殖也会加速。因此，面部的炎症水
平也会升高，不仅是接触性皮炎，脂溢性
皮炎、痤疮、玫瑰痤疮、敏感性皮肤等问
题容易加重。

近期，气温升高，戴口罩后出现的
痘痘、酒渣鼻，也就是痤疮和玫瑰痤疮
的病例明显增多。痘痘和酒渣鼻需要
专业的皮肤科医生进行鉴别。但二者
在日常护理方面还是类似的，都需要减
少油腻、辛辣刺激和高碳水化合物含量

的食物，注重防晒，平时也可以考虑选用
含水杨酸、果酸、壬二酸、维A醇等成分的
护肤品作为维持。

李虹建议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一次性口
罩或医用外科口罩不要反复使用，长时间佩
戴口罩要记得即时更换口罩。在不影响防
疫的前提下，可适当摘下口罩。同时，在日
常护肤过程中减少面膜使用频率，加强修复
类保湿乳或霜的使用。如果皮肤问题加重，
要及时就医。此外，戴口罩也需要防晒。因
为口罩对紫外线的隔离效果并不强，不能阻
隔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如果长时间不防
晒，不仅会晒黑，上下半脸的颜色差异明显，
还会加重光老化，对于有痤疮、玫瑰痤疮、雀
斑、黄褐斑、敏感性皮肤的人群，也会诱发或
加重病情。

谨慎使用网红护肤设备
正常清洁保湿防晒即可护肤

现在的年轻人无论男女对皮肤状态的要
求都很高，这也催生了很多网红护肤法和护
肤设备，“深层清洁”“小气泡”“洗脸神器”等
等大行其道，它们真得有用吗？李虹说，这些
产品和理念多数是没用的。他们共同的特点
都是过度洗脱油脂，刺激皮肤出油，长期使用
会让毛孔越来越大，皮肤也会出现慢性炎
症。李虹说，正确的皮肤护理做到科学清洁、

保湿、防晒即可。其他的附加功能可以有，但
并不必要，用多了或者用得不对甚至可能损
伤皮肤。

洁面一定要适度。洁面后既不干燥也
不油腻，像是有一层膜覆盖在皮肤表面，才
是适度清洁。建议选择氨基酸洗面奶。如
果洁面后面部几乎没有油脂，就是过度清
洁，是对皮肤屏障的破坏。长期反复破坏屏
障，容易造成皮肤的慢性炎症，更容易出现
敏感性皮肤等问题，也容易加重痤疮、玫瑰
痤疮、脂溢性皮炎、黄褐斑等皮肤病。以下
情况会导致皮肤过度清洁。第一，一味使用
控油洁面产品，清洁后不及时使用保湿乳
霜；第二，反复二次清洁。对于防晒霜、隔离
霜、淡妆，只使用洗面奶清洁1次即可，不必
先卸妆再用洗面奶，二次清洁是对皮肤屏障
的反复破坏，如实在不放心，可用洗卸合一
的清洁产品。

号称能保湿的产品那么多，到底哪些才
能真的保湿？李虹说，皮肤要想保持含水
量，最重要的是能维持良好的皮肤屏障，减
少水分蒸发，把水分锁在皮肤里。所以，保
湿最重要的是“锁水”而非“补水”。乳或霜
能够在皮肤表面成膜，形成屏障，是维持皮
肤健康、保持皮肤水含量所不可或缺的产
品。单纯使用水、喷雾、面膜，大部分水分并
没被皮肤吸收，全都蒸发到空气中了，如果
不配合乳或霜，上述产品用得越多，皮肤反

而会越干燥。
“防晒是护肤必做功课。日光不仅会把

人晒黑，也会把人晒老，更容易诱发或加重皮
肤病。”李虹说。皮肤约80%的老化表现都
是光老化造成的，长期日晒也容易诱发或加
重敏感性皮肤、痤疮、玫瑰痤疮、脂溢性皮炎、
雀斑、黄褐斑甚至皮肤癌等皮肤问题。正确
的防晒原则可归纳为ABC。

A：英文Avoid是避免晒。尽量避免上
午10点至下午4点出门。B：英文Block是
物理遮挡。外出帽子、墨镜、头巾等建议备
齐。C：Cream，是防晒霜。一般建议防晒霜
每次使用要足量，即一元硬币大小，每2小时
补涂一次。要注意使用合理的防晒系数。高
原或海边春夏建议使用SPF>30，PA+++，
秋冬使用SPF>20,PA+或PA++；平原或内
陆春夏使用SPF>25或SPF>30，PA++。

儿童护肤要用专业产品
妈妈购买宝宝面霜看准“妆字号”

前一段儿童使用含氯倍他索丙酸酯超
标面霜事件导致“大头娃娃”的报道引发了
人们对儿童护肤品的关注。李虹说，氯倍他
索丙酸酯是一种超强效的糖皮质激素。这
款激素外用于慢性湿疹、神经性皮炎、银屑
病、掌跖脓疱病、扁平苔藓、盘状红斑狼疮
等。成人长期大面积使用，滥用糖皮质激素
药膏可能会出现皮肤萎缩、毛细血管扩张、
潮红、紫癜、色素减退或沉着、多毛，还可诱
发痤疮样疹、玫瑰痤疮样疹、口周皮炎、毛囊
炎、真菌感染等问题。如果孩子在不知道的
情况下，长期大面积滥用这种超强效的激素
药物，确实可能会导致一些无法预估的严重
危害。市民快速辨别面霜是否含有激素，最
简单的方法认准“妆字号”，避开“消字号”。
“妆字号”的产品所有成分都必须在包装上
注明，且激素类成分在护肤品中是被明确禁
用的。建议妈妈们在购买产品前，登录药监
局官网上查询一下具体产品的备案，是“妆”
还是“消”就一目了然了。

李虹还提醒妈妈们，儿童的皮脂腺还不
成熟，出油较少，护肤应注意加强保湿。每日
洗澡时间不宜太长，水温适中，洗完后先用毛
巾擦干全身，尤其是脖子、腋窝、腹股沟、屁股
褶皱部位，避免诱发湿疹;然后全身外涂身体
乳，帮助保湿，修复屏障，减少皮肤瘙痒乃至
皮炎湿疹等疾病的发生。对于还在穿尿布的
孩子，在排泄后或出汗后应及时更换尿布，清
洁外阴，擦洗干净后外涂保湿乳，避免出现尿
布皮炎等情况。

小满后天气渐热，天津中医一附院治未病健康管理中心主
任孙庆教授提醒市民，小满后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大，容
易产生疲劳感，引发便秘、口腔溃疡、咽痛等症状。此时养生要
注意饮食起居防热防湿，同时保持良好愉悦的心情，才能达到防
病保健的目的。

在起居方面，孙庆说，由于天气炎热，昼长夜短，晚间睡眠不
足，午睡对保障身体健康、减少某些疾病的发生起着关键作用。
另外，小满节气后雨量增多，潮湿天气起居不当会引发风疹、风
湿症、汗斑、湿疹、香港腿、湿性皮肤病等病症。下雨后，气温又
会急剧下降，要注意气温变化，雨后添加衣服，尤其是晚上睡觉
不要着凉受风感冒。夏天受寒于身，到了秋天易犯咳嗽。

这一时节常用的保健方法是拇指按揉足三里与丰隆穴。拇
指着力于足三里或丰隆穴位，垂直用力，向下按揉。其余四指握
拳或张开，起支撑作用，以协同用力。让刺激充分达到肌肉组织
的深层，产生酸、麻、胀、痛和走蹿等感觉，持续数秒后，渐渐放
松，反复操作数次。

饮食方面，宜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常吃具有清利湿热、
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苦菜、赤小豆、薏苡仁、绿豆、冬瓜、丝瓜、黄
瓜、黄花菜、水芹、荸荠、黑木耳、藕、胡萝卜、西红柿、鸭肉等，忌
吃膏粱厚味、甘肥滋腻、生湿助湿的食物，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
物。孙庆推荐市民常吃荸荠冰糖藕羹、冬瓜草鱼煲。
荸荠冰糖藕羹 荸荠100克洗净去皮，藕100克洗净切小块。

砂锅加水适量，将荸荠、藕同入锅内，文火煮炖20分钟时，加入冰
糖，再炖10分钟，起锅即可食用。具有清热利湿，健脾开胃的功效。
冬瓜草鱼煲 冬瓜500克去皮，洗净切三角块，草鱼250克洗

净待用。先用油将草鱼(带尾)煎至金黄色，把鱼、冬瓜一同放入盛
有清水的砂锅内，武火烧开，文火炖2小时左右，加人食盐、味精调
味即可食用。具有平肝、祛风、利湿、除热的功效。 苏玉珂

本月17日至23日（5月第三周）是第
7届全民营养周，宣传主题为“合理膳食，
营养惠万家”，20日是第32届“5·20”中国
学生营养日，宣传主题为“珍惜盘中餐，粒
粒助健康”。我市全民营养周暨“5·20”中
国学生营养日启动仪式日前在天津外国语
学校南普小学举行。启动仪式上，学生代
表用中英文宣读了《健康倡议书》，展示并
介绍了我市特色“膳食营养餐盘”。我市疾
控中心还发出了给全市学生的一封健康营
养信，信件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你会经常光顾路边的小食

品摊吗？你会因为挑食而不吃蔬菜吗？

你会因为想多睡一会懒觉而不吃早饭吗？
你会因为害怕变胖而故意节食吗？听到这
些，我想好多同学都会点点头。但是，这样
的行为会严重影响你们的健康，增加疾病的
患病风险。

你们正处在校园学习阶段，生长发育迅
速，对能量和营养素的需要量较高。充足的
营养是学生智力和体格正常发育，乃至一生
健康的物质保障，因此，更需要培养合理膳
食、均衡营养的习惯。为了你们的健康着想，
在第32届5·20学生营养日之际我们向全市
的同学们提出以下建议：

主动学习认识食物 应主动了解食物
和营养的相关知识，学会选择与合理搭

配食物，并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多多
参与食物的准备与烹饪（一定要注意安
全哦），学习餐桌礼仪，体会珍惜食物，不
浪费食物。

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食物多样化。每
天摄入的食物种类要达到12种以上（或每
周 25 种以上），不挑食、偏食。主食粗细
搭配，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适量摄入鱼
禽肉蛋，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三餐规律，
定时定量，不以零食代替正餐；吃好早
餐。营养丰富的早餐应至少包括谷薯类、
肉蛋类、奶豆类、果蔬类中的三类及以上
食物种类；每天一杯奶，强壮骨骼和牙
齿。可以选择喝鲜奶或酸奶，每天至少

300毫升，也可以选择奶粉（每天40克左右）
或奶酪（每天 30 克）；合理选择零食。新鲜
水果、奶类及坚果是健康的零食选择，少吃
油炸、烧烤、甜食等加工食品；多喝白开水，
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减少外出就餐，少吃
外卖食物，拒绝街边小摊；暴饮暴食，更不要
盲目节食，严禁饮酒。
“吃动平衡”，积极开展身体活动 应每天

累计至少60分钟的身体活动，多参加户外活
动。强度为至少引起呼吸、心跳轻度增加，以
有氧运动为主，每次最好10分钟以上。

如果你能做到以上三点，我想你会很快拥
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和快乐的心灵。赶快行动
起来吧，不懒惰、不懈怠，你们要把健康紧紧握
在自己的手里。少年强则国强，你们的健康关
系到国家的未来。你们是清晨八九点钟的太
阳，是含苞待放的花朵，对于你们的未来我们
满怀期待！

爱你们的疾控叔叔、阿姨们
写于5·20学生营养日

本月22日，甘肃一山地马拉松越野赛遭
遇极端天气，21名参赛人员不幸遇难。在这
次事件中，失温成为高频词汇，引发人们的关
注。什么是失温？失温如何会危及生命？夏

天也会出现失温吗？我市第三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姜素文对
市民的疑问做出了回答。
姜素文说，一般来说，失温是指人体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

造成人体核心区温度降低，并产生一系列寒战、迷茫、心肺功能衰
竭等症状，甚至最终造成死亡的病症。通常当人体体温下降到33℃
至35℃，就进入轻度失温状态，人会产生剧烈的寒战、四肢冰凉、脸
色苍白、严重疲劳、语言不清、肌肉不受意识控制等。虽然人体自身
对体温有强大的调节作用，但此时必须停止运动实施避风、保暖、
干燥和食物补给措施，否则体温会进一步下降。一旦核心体温降到
32℃以下，就会逐渐失去意识，想要睡觉，并进入类似冬眠的状态。
具体表现为肌肉不再痉挛、脉搏和呼吸速度放慢、体表血液循环大
幅度下降等。当体温降到28℃，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功能受损，出
现凝血功能障碍、横纹肌溶解，引发室颤和心脏骤停等心律失常和
休克等危及生命。一旦发现重度失温者要将其转移至避风处，用睡
袋或厚衣物包裹全身，用热水袋、发热贴等对脖子、腋窝、腹股沟等
核心部位外部加热，直至苏醒。切忌对四肢加温或喝热水。

姜素文说，户外剧烈运动中失温的原因主要是环境温度过
低和穿着太少，人体通过体表传导流失的热量太多；身体能量不
足，特别是运动进行到后程，因为体内能源物质的消耗，没有足
够能量供给产热维持体温。即便在夏季，马拉松运动令人体大
量流汗，如遇气温骤降、风力加大，极容易出现热量迅速流失，造
成失温现象，更不用说遇到了恶劣极端天气。 陈颖

户外活动如何预防失温？第一，选择速干内衣。大量出汗可
有失温风险。要选择快干排汗的内衣，切忌棉质内衣。第二，适
时增减衣物。在高寒地区徒步出发前将保暖衣物放在随身携带
的包里，出发时穿着薄快干T恤或加一件透气好的外套。每到一
个休息点就立马取出保暖衣物穿上，避免着凉和失温。第三，注
意保暖防护。寒冷天气出行，做好防风防护。保暖的帽子、手套、
围脖、防风衣、厚袜子、防风面罩等都是大风寒冷天气出行的必备
物品。第四，及时补充体能。不要让自己体能透支，防止脱水，避
免过度出汗和疲劳。备好食物和热饮，随时补充身体热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