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 “屏幕一族” 不仅
仅是年轻人的标签 ， 不少老
年人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很多老年人喜欢看电视 、 玩
手机 、 玩平板等 ， 甚至一看
就是一整天 。 由于长时间盯
着屏幕， 继而出现眼睛发胀、
视力模糊、 眼睛干涩、 畏光、
眼睛刺痒等视力疲劳的症状，
俗称 “屏幕眼”。 老年人出现
“屏幕眼” 时， 不妨试试下列
方法， 坚持练习 15 分钟左右，
可以有效放松紧张的眼部肌
肉， 从而保护视力。

闭目放松 先静心闭目片
刻 ， 以两掌轻捂双眼 ， 全身
肌肉尽量放松 ， 30-50 秒钟
后， 睁眼并闪眨多次。

快速眨眼 缓慢地进行深
呼吸 ， 当吐气时 ， 快速地睁
眼和闭眼 ， 而且要慢慢地把
气吐干净， 反复做五次。

眼瞅鼻尖 缓慢地深呼
吸 ， 吸气时 ， 眼球向下看鼻
尖， 吐气时， 眼睛放松， 恢复
正常， 然后看看远方的物体，
并慢慢地把气吐净 ， 反复做
3-5 次。

极目远眺 闭目， 眼球先
从右到左转 10 次， 再从左到
右转 10 次 ， 然后突然睁眼 ，
极目远眺。

按眼周穴 正视前方， 按
揉眼周穴位 ， 直至出现酸胀
感， 可使眼内气血通畅， 改善
神经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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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胡子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男性除了需要每天刮一次胡

子， 还需要把握刮胡子的 “天时
地利人和” 因素。 正确地刮胡子
可以防止男性因刮胡子造成的伤
害， 而且有利于长寿健康。

1、 天时———把握最佳剃须
时间

清晨是剃须的最佳时间。 睡眠

中由于新陈代谢加快， 皮脂腺分
泌旺盛， 使得毛发生长迅速。 经
过一夜 “疯” 长， 早晨正是最好
的 “砍伐” 时机。 而且这时的皮肤
比较放松， 剃须也可减少被刮伤
的几率。

不要在洗澡前、 运动前剃须！
刚刚剃须后的皮肤有很多肉眼看
不到的微创， 比较敏感， 这时马
上洗澡， 沐浴液、 洗发液还有热
水等的刺激， 容易引起剃须部位
的不适， 甚至发红。 运动时 ， 身
体的血液循环加快， 大量的汗液
会刺激你刚刚刮过的皮肤， 引起
不适甚至感染。

2、 地利———为“胡须地” 提
供有利条件

剃 须 前 的 润 湿
水分是剃须的关键， 它可以使

胡须比原来柔软 70%。 两种方法可
以轻松获得这种效果， 蒸汽或者
温水 ， 都可以使毛发吸饱水分 ，
只是洗澡时的汗液会冲淡泡沫从
而降低它的保护性， 所以理想的
剃须时间是在洗澡后几分钟， 此
时毛孔还在舒张。

泡 沫
剃须膏含有软化胡须角质和

润滑皮肤的物质 ， 为胡须及皮肤
提供更好的保护， 将它厚厚的涂
抹在胡须上 ， 不但能润滑胡须 ，
还能减轻刀刃与皮肤的摩擦力 ，

从而减少剃须刀对脸的直接伤害。
涂泡沫最理想的工具是毛刷。 因为
手不能全面有效地把剃须膏润入皮
肤， 所以买一个质量上乘的獾毛刷
较好， 其柔软的质感， 能像海绵般
留住水分， 并且耐用， 可使用 10
年。 应用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在脸上
打圈。

3、 人和———掌握有效的剃须
方法

2 6 度 剃 须 法 则
刮胡须的步骤应该是从左右两

边的上脸颊开始， 然后是上唇的胡
子， 接着是脸上的棱角部位， 一般
的原则是从胡须稀疏的部位开始，
浓密的放在最后， 因为剃须膏停留
得久一些， 胡须根部就可以进一步
软化。 剃须的顺序是： 从左至右，
从上到下， 先顺毛孔， 再逆毛孔剃
刮。 同时， 以 26 度角， 并且绷紧
皮肤， 这样能够让剃须的过程更加
顺利。 剃刮完毕， 用热毛巾把泡沫
擦净或用温水洗净后， 应检查一下
还有没有胡子茬儿。 不要剃除毛
粒！ 虽然剃毛粒会刮得更干净， 但
容易刺激皮肤形成倒须。

健康提醒 男士不要与他人共
用剃须刀， 因为丙型肝炎病毒可通
过此途径传播。 每 100 个人中， 就
有 1人携带该病毒。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神经内科 刘红慧

如今人们都讲究口腔卫生，
新牙刷使用两三个月就要更换，
换下的牙刷刷毛质地还很好 ，
不要轻易丢弃， 消毒后还可有
多种用途。

巧改造， 除垢不用愁
利用旧牙刷可以刷旅游鞋、

雪地鞋等难以刷洗的鞋类及地
板缝， 刷洗梳子齿缝垢物 ， 还
可以刷键盘、 鼠标转轮、 电脑
主板上的灰尘及电动刮胡刀盖
内的垢物等。 有些转角地方的
尘垢不易清除， 这时就要对旧
牙刷进行小改造 。 先把刷毛和
手柄连接处用蜡烛或打火机烤
软 ， 然后用钳子把牙 刷 背 弯
90°。 这样， 用直角的小牙刷清
理杯底、 水槽四角及冰箱门垫
等就便利多了。

弯钩钩， 悬挂好帮手
把旧牙刷刷毛部分放在沸

水中稍烫， 至刷毛松软， 然后
拉下刷毛， 或直接把带刷毛的
地方用钳子剪断 ， 留下手柄 。
把手柄一端用打火机烤软或用
热水煮烫变软， 用钳子弯出一
个弯 。 手柄的另一端用钻头打
眼， 串上铁钉并钉在墙上 ， 漂
亮的衣服挂钩就做好了。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 如不
慎， 身上常会扎进各种刺， 这
里向你介绍几种既不痛， 也不
用破皮出血的挑刺方法。

植物软刺 平时不小心扎进
仙人掌刺之类的植物软刺， 只
要用一块伤湿止痛膏贴在有刺
的部位， 然后在电灯泡下加热，
再快速将止痛膏揭去， 刺即可
被拔出来。

铁刺 机械工人如不慎将铁
屑扎入肉中， 可先将有刺的皮
肤表面用针挑开一条细缝， 然
后将磁铁放在 “细缝” 上， 刺
就能被吸出。

骨刺 平时洗鱼时， 如被鱼
骨扎进， 可用棉絮蘸醋， 放在
有刺的部位， 然后用橡皮膏包
住， 醋如果干了 ， 揭开橡皮膏
再滴上一滴后重新包好， 这样
反复 2-3 次， 刺会自然软化而
消失。

木刺、 竹刺 如扎进木刺、
竹刺， 可先在有刺部位滴上一
滴风油精， 然后用针轻轻地将
刺挑出， 既不痛， 又不会出血，
而且由于风油精有消炎作用 ，
还能防止发炎化脓。

泽川

在雄激素的作用下， 青春期男
性第二性征随之出现， 如面部长胡
须、 喉结隆起、 嗓音低沉等。 当青
春发育期结束， 性成熟后， 男子胡
须会增多为成年人的样子。 有的人
胡须浓密， 有的人稀疏； 有的人是
络腮胡子， 有的人是山羊胡子， 这
些都是正常状态下的差异。 当然，
以下是一些异常的状态。

1、 胡须疯长， 雄激素过量
当体内雄激素分泌过旺时， 胡

须会在过量雄激素的刺激下呈现
疯长； 另外一种情形是服用了过
多的雄激素及制品， 造成体内雄

激素过量， 胡须也会呈现疯长。
2、 胡子脱落， 性功能衰退
现代医学用胡须来帮助诊断疾

病： 若男子的胡须变得稀少或全
部脱落， 很可能是同房功能减退
的表现。 医学上有这样一类疾病，
通过影响身体里的激素分泌而影
响同房功能。

比如： 脑垂体瘤正常垂体组织
被侵犯后， 垂体激素分泌不足，
从而导致雄激素分泌不足。 如此
一来， 男人的胡须自然会变得稀
少， 没有足够的雄激素支持， 性
功能也会出现低下， 减退现象。

男人学学如何刮胡子
不刮胡须易中风？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研究团队， 对 2438 名
威尔士中年男子进行观察， 分析刮胡子和心脏冠
状动脉疾病及中风的关联。 在这项为期 20 年的研
究中， 中年男子中已有 835 人死亡。 总体来看，
不每日刮胡子的人有 45%故去， 至少每日刮一次
胡子的人有 31%辞世， 而且研究表明不每日刮胡
子的男士更容易患有心脏病或中风。 小小胡子对
男性健康有如此大的影响， 男性究竟应该怎样刮
胡子呢？

废旧牙刷巧利用

巧挑肉中刺

胡子反映身体功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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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
缓解老人“屏幕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