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机上方和侧面的散热孔
容易积满灰尘， 灰尘多了， 不仅会
对电器部件散热造成影响， 缩短电
视机使用寿命， 还影响家居健康。
用柔顺剂可以彻底清除电视机上的
灰尘。

1、 在清水中加入少量柔顺剂，
柔顺剂与水的比例大约为 1:500，
搅拌均匀。 把毛巾放入稀释后的柔

顺剂水溶液中， 浸泡 3 分钟左右。
2、 拔掉电视机电源， 把毛巾

拧干， 潮湿即可， 不能有水滴， 以
免落下腐蚀电视机内部元件， 搭在
电视机上散热口上。 电视机所有的
散热口都要用毛巾盖上。

3、 掀起毛巾的一角， 用吹风
机通过散热孔向电视机内部吹风，
灰尘被吹起后， 再换另一个方向的

散热口往里吹。 柔顺剂里有阳离
子， 带正电荷； 灰尘有阴离子， 带
负电荷， 电视机里的灰尘被吹起来
后， 就会被吸附到搭在散热口的湿
毛巾上。

另外， 电脑主机、 音箱也容易
积满灰尘， 用上述方法同样可以彻
底清理。

胡佑志

生活小妙招

一、 防止银餐具氧化 罩
上保鲜膜可预防镀银餐具发生
氧化。

二、 保存拼图 玩过的拼
图可用保鲜膜包起来， 以免散
落丢失。

三、 用保鲜膜护发 涂上
护发用品之后， 可用保鲜膜包
住头发， 促进其被吸收。

四、 防止墙壁附着油垢
煤气炉、 燃气灶四周的墙壁极
易附着油垢， 所以， 平时不妨
贴一层保鲜膜， 即可预防。

五、 保持冰箱把手的干净
冰箱把手极易被弄污， 平时包
上一层保鲜膜， 过段时间揭掉
即可。

泽川

在整天呆在电脑前工作之后，
很多人明显会感觉到皮肤变得越
来越槽糕 ， 尤其是面部皮肤 。 以
下这些措施可能会对保护皮肤有
所帮助。

面部防护 屏幕辐射产生静电，
最易吸附灰尘， 长时间地面对面，
更容易导致斑点与皱纹的生出。 因
此， 上网前不妨涂上护肤乳后加一
层淡粉， 以增加皮肤的抵抗力。

彻底洁肤 上网结束后， 第一
项任务就是洁肤。 用温水加上洁面
液彻底地清洗面庞， 将静电吸附的
尘垢通通洗掉， 涂上温和的护肤品
。 久而久之可减少伤害， 润肤养颜。

养护明眸 上网之后敷一些黄
瓜片、 马铃薯片冻奶或凉茶。 用纱
布浸湿敷眼 ， 可以缓解眼部的疲
劳， 营养眼周皮肤。

增加营养 对于经常上网的人
士， 注意增加营养很重要。 维生素
B 群对脑力劳动者很有益， 如果睡
得晚， 睡觉的质量也不好， 应该多
食用动物肝脏、 新鲜果蔬等， 它们
富含维生素 B 族。 肉类、 鱼类、 奶
制品能够增加记忆力。 巧克力、 小
麦面包圈、 海产品、 干果等可以增
强神经系统的协调性， 是上网时的
最佳小零食。 此外， 不定时地喝些
枸杞汁和胡萝卜汁， 对于养目、 护
肤的功效显著。

常做做操 在上网过程中时不时
地伸伸懒腰， 舒展筋骨或仰靠在椅
子上， 双手用力向后， 以放松紧张
疲惫的腰肌。 做抖手指运动， 这是
完全放松手指的最简单的方法。 此
类体操的运动量不大， 但效果不错。

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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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口红让我们的唇部皮肤越来
越差， 甚至产生干裂、 脱皮、 轻微
疼痛症状， 我们该如何保养嘴唇呢？
以下是明星们的唇部保养方法：

Angelababy（杨颖） 为了对
付频繁上妆卸妆而带来的唇部脱皮
干裂问题， Angelababy 会先涂上一层
保养油， 将保鲜膜剪下一块小小的
贴在嘴唇上， 再用热毛巾敷在上面，
大概 10 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对
于唇部死皮的修复效果非常显著。

舒淇 舒淇对于唇部保养的秘
诀就是———为唇部做定期按摩。 舒
淇说定期给唇部按摩能减少唇纹 ，

方法是 ： 用食指和大拇指捏住上
唇， 食指不动， 只要用大拇指来按
摩上唇 ； 再用食指和拇指捏住下
唇， 大拇指不动， 动用食指来按摩
下唇就可以了。

范冰冰 范冰冰常用维生素 E、
蜂蜜滋润唇部， 将维生素 E+细盐+
蜂蜜调匀， 用棉棒沾好在唇部由左
到右力度适当轻轻擦拭， 然后用温
水洗净， 再涂上润唇膏就可以了。

崔雪莉 雪莉曾与宋慧乔 、 金
素贤一起， 被评选为 “嘴唇最漂亮
的女艺人 Best 3”， 她的护唇妙计是
每天做两次唇膜， 每天早晚各做一
次 ， 这样可以保持双唇每天丰盈 、
水嫩。

总之， 多做运动多喝水， 养好
气血， 气色好， 嘴唇也会有光泽和
好颜色。 另外要多喝水， 食用含有
丰富维他命的蔬菜和水果， 还可适
量服用含有维他命 A、 B、 C 药片，
这些都可改善唇色沉暗。 唇部护理
必须使用优质护唇膏， 然后再使用
口红， 每次吃饭喝水前都擦掉口红，
并且睡前记得做好卸妆工作。

口红的优劣关系着我们的健康，
成分越简单越好， 没有哪种口红能
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皮肤科医生 湛意 主任医师 肖嵘

口红成分可以吃吗

曾经有报道， 美国的研究人员在
检测的32 种唇部产品中发现了 9 种
重金属超标， 包括铅、 铬、 镉、 铝
等。 而这些金属的含量和人体摄入
量是决定其是否有害健康的关键指
标。 比如铅通过皮肤吸收后有可能出
现神经、 消化等系统的问题， 而镉则
会对心、 肝、 肾、 骨骼造成一定损害。
因此消费者应尽量避免长期使用含有
重金属的唇膏。 当然， 一支口红中是
否含有重金属， 我们从外观上是无法
辨别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选用优
质口红， 避免劣质及三无产品。 还有

部分消费者因涂抹口红后会出现嘴唇
干裂、 肿胀、 瘙痒、 表皮脱落、 轻微
疼痛等症状， 称为化妆品唇炎， 属于
一种过敏反应。 因为口红中的成分复
杂， 含有各种脂质、 色素、 香料以及
防腐剂， 这些成分都很容易引起过敏。

另外， 口红中的脂质成分有较
强的吸附性 ， 能将空气中的粉尘 、
细菌等吸附在口唇粘膜上， 当人们
进食时就可能将口红及附着物带进
口中， 日积月累可能对机体造成潜
在危害。 因此建议进食前先把嘴上
的口红清除掉。

在我们的印象中， 白
领女人都是一个个涂着口
红、 穿着高跟鞋、 风姿绰
约地行走在办公室中。 每
个女人一生都离不开口红，
各色口红让女人陶醉其中，
也让男人们心动不已。 但
是， 很多女人涂了口红后，
在喝水、 吃饭时就把口红
吃进了肚里， 据说， 女人
一生要吃掉差不多 1 公斤
的口红。 那么， 口红的成
分真的可以吃吗？

相信很多爱美女性都有
类似的困扰， 每次化了美美
的妆， 一吃饭口红就都被吃
掉了， 虽然很多品牌口红都
标榜是无毒能吃的口红， 但
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如此。

口红其实是所有唇部
彩妆的总称， 包括了唇膏、
唇棒 、 唇彩 、 唇釉等等 。
主要成分是蜡、 油、 色素、
香料等 。 目前市面上用来
制作口红的常用成分有 ：
芦荟油 、 牛油果树果脂提
取物 、 霍霍巴籽油 、 坚果
籽油 、 橄榄油 、 茶树油 、
乳木果油 、 生育酚 、 角鲨
烷 、 凡士林 、 羊毛脂 、 棕
榈酸乙基己酯 、 肉豆蔻酸
异丙酯 、 蜂蜡等 。 除此之
外 ， 大部分唇部产品还会
添加一定的防腐剂。

一支合格的口红要经
历原料和包装物料验收 、
配料、 混合、 调色、 调香、
注塑 、 冲压 、 灌装 、 包装
等一系列过程 ， 最后微生
物 、 重金属等项目检验合
格验收后才能出厂 。 一支
质量过关的口红 ， 从外观
上看应该是膏体光滑无气
孔 ， 而质量差的口红则可
能出现表面不平滑 ， 有微
小膨胀或有膏体出汗现象。

含有重金属，还能引发唇炎？
口红还真不能乱吃

明星如何保养嘴唇

巧用保鲜膜

柔顺剂除电视机灰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