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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敷面膜

近日，海南气
温逐渐回升，不少
市民的朋友圈也开
始被各种面膜产品
刷屏，有的声称“补
水是玻尿酸的5倍”
“美白是珍珠粉的
37倍”，有的甚至宣
称能够消炎抗雾
霾。然而，很多消
费者却想不到，这
些让你瞬间“光彩
照人”的面膜可能
是“皮肤鸦片”。

“皮肤鸦片”在
医学上被称为“糖
皮质激素”。海口
市人民医院（中南
大学湘雅医学院附
属海口医院）皮肤
科主治医师叶莉华
提醒爱美市民，不
要盲目追求快速美
白、祛痘等功效，谨
防激素依赖性皮
炎。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饭后犯困，人们常见的解释是
因为饱食后，血液都集中到了肠胃
部分，大脑的血流量就变少了，于是
就会犯困。对于这种说法，上海六
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内分泌科
执行主任刘芳却认为并不可靠。

刘芳介绍，有研究指出，这种说
法和众所周知的神经生理学准则相
悖。即大脑作为全身最重要的器
官，它的血液供应要优先保证，为了
消化而减少大脑的血流量并不合
理。另外，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饭
后大脑的血流量减少了。

刘芳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
的研究指出，缩胆囊素（CCK）是促
进困倦感的一个因素。在摄入蛋白
质和脂肪丰富的食物之后，CCK的
水平会上升，人也就比较容易发生
困倦。

“我想从一个新的角度——血
糖负荷，来理解餐后犯困这个问
题。”刘芳认为，国人的饮食有一个
特点，就是碳水化合物比例很高，且
血糖生成指数很高。“这样一来，饭
后血糖总负荷非常大，其变化如过
山车：在30-45分钟内，我们体内的
血糖迅速上升，刺激胰岛素大量分
泌，使血糖又迅速下降，在2-3小时
前后到达低谷。血糖大幅度下降会
使人没有力气，昏昏欲睡。”

刘芳指出，日常饮食中，一次摄
入太多的白糖、面粉和甜饮料等简单
碳水化合物，容易导致血糖突然上
升，使得细胞胰岛素受体停止接收胰
岛素，过量的葡萄糖堆积在血液里。
与此同时，胰腺则“努力”产生更多的

胰岛素。如此恶性循环，使得人体器
官负担过重，得不到休息，出现昏昏
欲睡、疲劳透支等感觉。长此以往，
还容易发生胰岛素抵抗。

如何吃得健康，减少餐后犯
困？刘芳建议，要想降低食物的餐
后血糖反应，又不造成蛋白质、脂肪
的过量，有四个可行的方法：

1.适当减少淀粉类主食的总量；
2.不吃甜食，把精白细软的主食

换成粗粮、豆类和薯类；
3.在吃主食的时候配合大量的

蔬菜；
4.如果有条件的话，把一餐中的

食物分成两次吃，减少正餐主食量，
两餐之间吃点加餐，也是个很好的
办法。

刘芳建议，除此之外，人们还可
以选择如大麦、燕麦、藜麦、糙米等
全谷食物、各种蔬菜和水果（不包含
果汁）。这些食物需要更长时间才
能消化，使血糖平稳上升。

“此外，饭后不应该立即坐下，要
适当活动，比如散步15分钟、做些家
务等，帮助身体更快地处理刚摄入的
葡萄糖。”刘芳说，“关于餐后犯困，我
们可能了解得还不够全面，但已有的
这些研究和观点，也可以给我们不少
提示：一个健康合理的饮食模式，对
我们保持充沛的精力非常关键。”

吃完就犯困？
血糖在抗议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夏天要来了，开始健身房打
卡。”3月26日，海口市民李敏在
下班后便直接到了健身房，并在
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微信。

健身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的生活方式，但如果不注意科学
健身，也许会适得其反。海南省
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住院医师高波
华提醒，在健身中，要对健身器
械、器材有足够的了解，要熟悉操
作，动作要标准，做好防护，以防
不当姿势引起肌肉、关节损伤。

锻炼前充分热身很重要。高
波华表示，充分的热身能够使肌
肉群收缩，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局
部温度，调动全身各大系统（如神
经系统、心血管系统、骨骼肌肉系
统、呼吸系统等），逐渐适应较剧
烈的运动，预防运动伤害。

他特别指出，健身房锻炼讲究
循序渐进，切忌平时不锻炼，周末拼
命练。要安排合理的运动频率，不
要急于减肥而过度节食、运动过
量。初学者锻炼时一定不要争强好
胜，不要强行进行超出自身负荷范
围的训练，要严格做到循序渐进，不
盲目挑战大重量，从小重量、小负荷、
低强度、简单动作开始，然后再随着
自身训练能力提高，逐渐增加运动
量、运动强度、高难度练习动作。

“健身，安全第一，一定要做
到科学训练。”高波华表示，健身
者在进行负重练习时应注意力集
中，不管做任何训练动作，都要严
格掌握技术要领，做到动作标

准。“以卧推来说，手持握杠铃的
位置和距离、双脚的姿势、肌肉的
收紧和发力都很重要，错误的姿
势不仅没有锻炼的效果，反而还
会带来运动伤害，常见的就是肌
肉、筋膜和韧带的急性拉伤或慢
性劳损，严重的可能出现骨折、关
节脱位等后果。”

他提醒，人们在训练时，时刻
要有危险意识，使用杠铃、哑铃，不
论是深蹲还是卧推，都应当回想动
作的技术要领，一定要有保护架、
安全栓，做好防护；挑战大重量、对
重量没有把握，或者感觉到疲劳时
应当寻求值得信任的保护者的参
与，否则应立即停止，尽量避免大
重量器械带来的直接伤害。

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有些

慢性劳损的病患或带有运动伤的
健身爱好者，如果去健身房的目的
是使用器械锻炼进行康复训练，此
时应该注意，在没有康复医师的指
导下盲目地进行负重训练是错误
的。“比如患有肩周炎的病患，在自
行做肩部锻炼时，使用何种训练器
械，肩关节的活动方向和范围，能
负重的最大重量等，都直接关系到
康复锻炼是否有效。如果运动不
当，甚至会加重病情。”

高波华介绍，在健身过程中，运
动损伤比较常见的有器械砸伤、关
节扭伤、韧带拉伤或断裂、肌肉撕
裂，甚至骨折或脱位，一旦出现损
伤，在保持现有姿势不动的情况下
立即求助，寻求专业教练的帮助，必
要时及时送医进行检查、救治。

四个好习惯
帮你远离螨虫

随着天气回暖，螨虫也开始活跃起来。这种
肉眼不易看见的微型害虫，主要寄存在居室内的
床垫、地毯、枕垫、坐垫等物体上，依靠人体皮肤的
脱落表皮为生，其尸体、分泌物和排泄物都是过敏
原，进入人体呼吸道或接触皮肤后，脸部出现红
斑、毛孔扩大，皮肤粗黑、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咳
嗽、甚至气喘等症状就都来了。

疾控专家说，只要保持如下几个好习惯，就可
有效应对春季室内螨虫。

1.经常打开门窗，坚持通风、透光，特别是在
使用空调时就更要注意室内的通风、换气。

2.经常给衣物清洁除尘，每两周左右可以用
50℃左右的热水清洗一次床上用品。此外还要
尽量简化卧室的布置，以便除尘，室内最好不要铺
地毯。

3.打扫卫生时，用湿抹布或特制的除螨抹布，
养成“湿式作业”的习惯，千万要避免灰尘扬起，减
少螨虫借助空气分散的机会。

4.远离宠物和花肥。另外，如果家里有宠物，
一定要经常给它洗澡、消毒。 （大河报）

春天来碗养生粥
简单又有益

春季是流感、肺炎等传染病的多发季节。天
人相应，人体在春季必须保养阳气，使生理功能达
到最佳状态。对老年人来说，胃肠功能减退，消化
能力减弱，粥的滋养恰巧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
点。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副主任药
师刘永生给老年朋友推荐两款养生粥，供大家根
据个人体质，有针对性地选择。

枸杞子粥：取枸杞子50克，粳米100克，同
煮成粥。枸杞子具有滋补肝肾、润肺止咳、明目
的作用，用它来煮粥，适用于肝肾阴亏、头昏眼
花，及遗精、久咳者食用。枸杞粥还能改善老年
人因机能退化所引起的各种眼病。本粥还具有
较明显的护肝作用，对于肝脏功能不良的患者，
在服药的同时，可辅以枸杞子粥，能收到一定的
疗效。

红枣粥：取红枣50克，粳米100克，同煮成
粥。红枣临床上多用于补脾胃、调营血。现代医
学研究发现红枣含有蛋白质、糖及铁、钙、磷等多
种营养成分及微量元素。对于病后及脾胃虚弱
引起倦怠无力、食欲不佳、大便不成形等症状有
治疗效果，并能保护正气、缓解疼痛、缓和药物副
作用等。 （大河报）

中医药专家：

肿瘤患者选择中草药
治疗应避免两大误区

近年来，不少肿瘤患者在化疗、放疗之外，还
选择了中草药治疗方式。一些中医药专家指出，
目前，肿瘤患者选择中草药治疗应避免两大误
区。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许利纯
教授介绍，首先，一些肿瘤病人误以为“以毒攻毒，
真正抗癌”。很多肿瘤病人在网上搜索抗癌中药
和配方，以为只有“以毒攻毒”药才有效果，选择服
用有毒的中药，比如蜈蚣、全蝎、露蜂房、壁虎等。
还有部分患者不断加大剂量，殊不知这些药苦寒
伤胃，病人服用后易脾胃功能受损，出现腹泻、呕
吐等反应。尤其对于消化道肿瘤或正在化疗的患
者来说，反而加重脾胃负担，甚至加重病情。长期
服用易导致蓄积中毒，损伤肝肾功能，甚至影响常
规药物治疗。

专家指出，中医药抗癌治疗强调“整体观念”，
扶正与祛邪并重。并非单用清热解毒药来祛邪或
单用人参、灵芝、西洋参等药来益气扶正，就能解
决患者“正虚邪盛”的病理状态。

许利纯教授说，误区二是以为服用名贵中药，
越多越好。不少病人认为，肿瘤病人患病后体质
虚弱，可以通过进补名贵药材来增强免疫力，以防
止肿瘤复发转移。四处找寻各种贵重补药，如野
生灵芝、冬虫夏草、西洋参、高丽参、鹿茸等。还有
患者认为活血化瘀的药可达到抗癌效果，经常服
用藏红花、三七、鳖甲、龟板等。其实对于化疗后
的病人，尤其是血小板减少的病人，并不适合长期
服用活血化瘀的药。而正在放疗中的病人，若再
大量服用温补药物，易加重阴虚症状，甚至导致放
疗无法继续进行。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医生李
菁认为，中医药抗癌重视“治病求本”，只有通过辨
证施治，了解病人“正气虚亏、邪气盛衰”的状况，
方可对症下药。其实并非贵的药才是好药，名贵
补药也未必适合每个患者。 （新华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片面
夸大产品功效，一些面膜还存在混淆
概念，误导消费者的情况。

比如，从皮肤医学角度来说，“补

水”就是一个被滥用的概念。皮肤水的
平衡，是靠体内整体平衡代谢维持的，
不可能通过皮肤外面补进去水。市民
平时使用的护肤品，包括水乳、面霜与

面膜，实际作用是保湿，而非补水。
叶莉华表示，如果只是保湿面

膜，不具备其它功效，早晚敷两次，一
次10分钟左右，敷完做好保湿护肤，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起到滋润皮肤
的作用，至于祛斑、美白、清洁等功效
性面膜则要视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
论。

平时用保湿面膜即可

“往年这个时间段，患者多是以
丘疹性荨麻疹为主，今年却有1/3的
患者因面部皮炎问题而就诊。”叶莉
华介绍，“激素脸”已经成为不容忽视
的皮肤病。

她举例说，一些女性患者有频繁
敷面膜的习惯，一开始使用效果很好，
坚持一两年后，皮肤却变得越来越敏
感，就医时整个面部涨红、发痒，稍微一
晒，或者情绪激动，都会加重病情。这

种情况就是典型的激素依赖性皮炎。
“糖皮质激素既是天使又是魔

鬼。”据叶莉华介绍，糖皮质激素是一
类临床药物，在抗炎、抗过敏等方面具
有良好的疗效，在皮肤科广泛用于治

疗皮炎、湿疹等疾病，一些违规添加了
糖皮质激素的面膜，如果长期使用、滥
用，人体皮肤会产生激素依赖症状，停
用后反而会加重皮肤过敏，出现红斑、
丘疹、毛细血管扩张等严重问题。

频繁使用面膜造成激素依赖

很多患者谈“激素”色变，尤其是
激素依赖性皮炎和玫瑰痤疮的临床
症状很相似，一些患者往往会对号入
座，脸上出了问题就会当成激素依赖
性皮炎。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患有激素依

赖性皮炎？叶莉华表示，首先考虑是
否有使用糖皮质激素的历史，违法添
加激素的产品不仅仅限于面膜，一些
美白祛斑、抗痘等产品也曾发现非法
添加的情况。

“多数的激素依赖性皮炎都是可

以治愈的，只是过程比较长。”叶莉华
认为，对于激素依赖性皮炎，首先最
重要的是预防，不要买不正规的、假
冒伪劣的护肤产品，尤其是过敏体质
的人一定要在使用新产品前做皮肤
测试，以免造成过敏、感染。

另外，使用护肤品出现皮肤问题
后，首先要停止使用这些产品并做好
皮肤清洁，不要乱擦药，也不要轻易
听信产品销售人员或美容院人员的
处理意见，要到正规医院去找皮肤科
医生诊断和处理。

多数激素依赖可治愈

既然成品面膜有可能会含有激
素，那么能不能使用自制面膜呢？叶
莉华建议消费者理性护肤，不要从一
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面膜之所以会添加防腐剂或其
他的防腐成分，主要是为了防止细

菌、真菌等微生物的过度滋生，而这
些防腐成分只要符合国家的技术规
范，而且在不超标的范围内使用，除
了少数人出现皮肤刺激或过敏，一般
是不会对人体有危害的。

对于日常使用的面膜来说，不添

加防腐剂或防腐成分的面膜也容易
引起皮肤问题，因为这些面膜容易滋
生超量的细菌、真菌等微生物，会导
致面膜变质或产生有毒物质，可能会
损伤皮肤，造成皮肤刺激或过敏，甚
至造成皮肤感染。

因此，对于敏感体质者，叶莉华建
议他们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医用面
膜。由于医用面膜生产环境是无菌
的，包装也是无菌的，使用时限较短，
因此可以不添加防腐剂或其他的抗菌
成分。

无添加的面膜未必好

当心敷出“激素脸”

健身不当会伤身
循序渐进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