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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 喜欢泡温泉的女
性越来越多， 中医学认为， 温泉
有温通经络、 活畅气血等功效，
有利于滋养皮肤。 但泡温泉时也
要记得做护肤措施， 才能达到最
佳美容效果。

泡温泉前先卸妆 泡温泉前
一定要仔细清除彩妆， 千万不要
嫌麻烦， 因为干净的肌肤才能充
分吸收温泉中的矿物质成分。

沐浴后再入池 最好花 10
分钟的时间来沐浴， 这样做可清
洁肌肤， 加速血液循环， 使人体
更快适应温泉温度。

泡完给皮肤补水 泡完温泉
后， 及时用保湿水拍打面部， 这
样能使张开的毛孔迅速收缩， 保
留吸收的有益物质， 滋润肌肤。
还可以趁新陈代谢加快时， 敷一
个保湿面膜， 这样肌肤更易吸收
面膜里的养分。 此外， 多喝点矿
泉水或绿茶， 也可为身体和肌肤
补充水分。

董绍军

1.�配戴时间莫过长 春节期
间， 娱乐时间长， 要记得每天戴
隐形眼镜的时间不要超过 12 小
时， 不超过 8 小时更安全， 尤其
是千万不要戴着休息、 过夜。

2.�摘戴前洗净双手 过节时，
不管在哪里， 戴镜和取镜前都要先
洗手， 防止细菌侵入眼睛。 洗净手
后， 用护理液冲下手指， 再开始摘
戴眼镜， 如果要化妆或卸妆的话，
就先戴镜后化妆， 先摘镜后卸妆。

3.�注意保质期 无论是隐形
眼镜还是护理液一定要在保质期内
使用。 建议最好买小瓶护理液， 开
封 1 个月内能用完的更好， 时间越
长， 越容易滋养细菌， 通常 3 个月
内用不完建议就换新的。

4.�经期、 感冒等特殊时期不
要配戴隐形眼镜 女性若在过年期
间碰上 “大姨妈” 或在感冒、 孕
期等特殊时期， 最好不要配戴隐
形眼镜 。 经期前及经期过程中 ，
眼压会比平时增高， 眼球四周也
较容易充血。 而感冒期间手上往
往带有大量的病菌， 它们很容易
在摘取、 配戴隐形眼镜的过程中，
被带入眼中。

5.�游泳、 SPA、 泡温泉不宜
配戴隐形眼镜 过年期间， 很多女
性会选择用游泳、 做个 SPA 或泡
个温泉来放松心情， 这个时候就
要注意了， 最好不要配戴隐形眼
镜。 隐形眼镜含有水分， 具有吸

附性， 水中病原微生物很容易沉
积在镜片上 ， 而 SPA、 泡温泉因
水温偏高， 镜片在高温下容易脱
水， 导致镜片黏在眼内不易摘取，
也会对眼睛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6.�长时间乘飞机忌戴隐形眼
镜 有些女性选择和家人一起出境
游， 感受各个国家不一样的风土
人情。 要提醒的是， 如果长时间
乘坐飞机， 最好不要配戴隐形眼镜。
机舱内干燥空气和气压失衡， 会使
配戴隐形眼镜的眼睛出现各种不适
现象。 如高空的气压会影响角膜的
弧度， 使隐形眼镜容易变形， 对角
膜产生伤害， 舱内干燥的空气会使
眼球表面的水分迅速蒸发， 使眼睛
产生干涩感。

此外， 春节期间烧烤、 吃火
锅， 或是在乡下厨房烧庄稼秸秆
时， 尽量不戴隐形眼镜。 隐形眼
镜属于高分子材料 ， 熔点较高 ，
吃烧烤或火锅不足以导致隐形眼
镜熔化， 但高温环境会加速镜片
水分蒸发， 导致镜片变形， 在取
下镜片时可能破碎 ， 划伤角膜 。
因此， 接近明火、 高温时， 尽量
配戴框架眼镜。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眼
睛出现不适， 就要赶紧摘掉隐形
眼镜， 多多观察眼睛状态， 若不
适的感觉持续存在， 得尽快去医
院诊治。
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 游玉霞

1.�看度数 由于隐形眼镜是直
接戴在眼睛里面， 不像框架眼镜和眼
睛之间存在距离， 因此度数和框架
眼镜并不完全一致。 如果度数不高，
在 400 度以下， 直接参考框架眼镜的
度数购买就好； 近视度数在400~600
度的 ， 隐形度数选择减掉 25 度 ；
600~800 度的减掉 50 度； 800~1000度
的减掉 75 度 ； 1000 度以 上 的 减 掉
100 度。

如果有散光且度数不高， 可以适
当增加一点隐形眼镜的度数 ， 比如
400 度近视同时有 50 度的散光， 那
可以选 425 度的隐形眼镜。 如果散光
度数过高， 普通的隐形眼镜可能就
达不到很好的矫正效果了 ， 最好定
制带散光度数的隐形或者硬性隐形
眼镜 （RGP）。

2.�看透氧性和含水量 隐形眼
镜可能会引起角膜缺氧， 而透氧性越
好， 角膜就能更好地呼吸 ， 相对不
容易缺氧。 通常镜片越薄， 含水量
会越高， 透氧性也会越好 。 不过含
水量过高， 镜片可能会吸取眼睛的水
分， 有可能加重眼睛干涩的症状， 因
此， 选择含水量 40%~60%范围内相
对比较合适。

戴隐形眼镜前先检查

具体产品该怎么挑选

1.�给眼睛做个检查 由于隐形
眼镜直接和角膜接触， 所以需要先去
眼科检查自己是否适合配戴隐形眼镜。
医生会评估角膜状态、 泪液分泌情况、
眼压是否正常以及其他一些情况来综
合判断是否可以配戴隐形眼镜。 如果
眼睛存在炎症、 干眼、 眼压过高或其
他眼病， 或者存在严重糖尿病等全身
疾病， 又或者长期处于烟雾、 粉尘等
工作环境等， 都不建议戴隐形眼镜。

2.�做隐形眼镜验配检查 隐形
眼镜和普通框架眼镜相比， 除了要
明确配戴的度数外， 还需要确认大
小， 也就是 “基弧值”。 基弧， 简单
来说就是眼睛的曲线弧度。 每个人
角膜 （黑眼珠） 的大小和弧度是不
同的， 一般人可以不用太过在意这
个基弧值， 但如果角膜太大或者太
小， 普通大小的隐形眼镜可能戴不
了， 这也是有些人怎么都不适应隐
形眼镜的一个原因。 因此， 第一次
戴隐形眼镜， 最好去专业机构测量
一下， 确定自己的基弧大小。

透氧性还和镜片的材质有很大
关系。 一般的隐形眼镜多为水凝胶
材质， 更好一些的是硅水凝胶材
质， 最好选择硅水凝胶材质的。

3.�看周期 隐形眼镜能配戴的
时间， 比较常见的有日抛、 月抛、
半年抛 、 年抛等 。 通常周期越
短 ， 相对来说越安全 ； 周期长
的， 相对经济划算。 不建议选择
半年抛以上周期的产品， 因为时
间长了 ， 蛋白沉淀很难清除干
净， 并且镜片划痕等磨损通常会
很严重。 当然， 你买年抛的， 戴
半年就丢掉也可以。

周期短的隐形眼镜， 一般都
很软， 对于一些新手来说， 可能
很难戴进去。 所以， 建议新手可以
从半月抛、 月抛的开始练手， 等摘

戴熟练后根据需要换短周期的。
4.�购买途径 隐形眼镜属于

三类医疗器械， 需要去正规的机
构购买， 最好在实体店购买， 如
果在网上购买， 要注意该网站或
网店是否具有隐形眼镜的销售资
质， 或选择正规品牌的网上旗舰
店进行购买。

中长款收腰羽绒服显高 中
长款羽绒服一直是比较受欢迎的
款式， 长度在膝盖以上或盖过膝
盖一点点， 穿上后既保暖， 又可
以拉长身材比例 ， 如果是收腰
款， 会更加凸显腰身， 显得体型
窈窕， 显瘦又显高。

“上松下紧” 更显瘦 上身
穿一件宽松的羽绒服， 下身搭配
紧身或修身的裤装 ， “上松下
紧” 的穿搭可以凸显身材比例，
使腿部线条看起来更加修长纤
细， 不会给人一种全身都臃肿的
感觉。 但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自
己本身并不是大长腿， 也没有纤
瘦的身材， 就不要穿紧身裤， 否
则只会暴露身材缺点。 如果要搭
配 ， 可以选择 A 字裙或伞裙 ，
能够很好地遮住腿部赘肉。

不要过分追求肥大风格 近
年来肥大风格的衣服又重回时尚
舞台， 它蓬松、 有型， 但值得注
意的是， 这里的 “蓬松” 是指廓
形明显， 而不是单纯的大。 肥大
绝不是纯粹的尺码大， 比如你是
S 号的身材穿了一件 XL 号的羽
绒服， 只会让整个人看上去特别
臃肿。 在冬天， 内搭的衣服都比
较厚重， 如果选了一件不合身的
肥大羽绒服， 会将你的上半身拉
宽好几倍。

聂勇

泡温泉别忘护肤

快过年了， 很多戴眼镜的女性想改换形象， 迎接新年， 比如戴上隐形眼镜， 画个精
致的妆， 美美地出现在亲朋好友面前。 而春节各种娱乐活动齐上阵， 我们很容易忽略配
戴隐形眼镜时可能遭遇的隐患。 那戴隐形眼镜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从医学上来说， 戴隐形眼镜的确存在一些风险， 比如有可能导致角膜缺氧和感染， 但
是只要挑选正规、 适合的隐形眼镜， 配戴时注意清洁卫生， 通常还是很安全的。 下面给大
家说说怎么挑选和配戴隐形眼镜， 以及春节期间配戴隐形眼镜的注意事项。

戴隐形眼镜要美丽也要健康

春节期间戴隐形眼镜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