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寒将至，人们稍不注意手脚皮肤
就会被冻伤。 做到以下五点，能有效防
止冻伤的发生。

保暖 冬季第一要事是保暖。只有最
基本的保暖措施做好了， 穿足够的衣
物，才能避免被冻伤。

按摩手脚 多按摩手脚能促进血液
循环，避免皮肤干燥。 手心手背、十指交
叉相互揉搓，用手或磨脚石按摩足部都
是不错的方法。

多锻炼 在工作、学习之余做小幅度
的活动十几分钟，即可增加热量。 每天
坚持锻炼身体，运动后注意保暖。

适当吃高热量食物 人有很大一部
分的热能是从食物中摄取的，冬天适当
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如牛肉、羊肉、鸭
肉等，也可以炖一些养生汤，以补气血。

睡前泡脚 睡觉之前泡个热水脚，不
仅能防止晚上足部发冷，也能使人更易
入睡。 在泡脚水中加入一些生姜，可起
到祛寒的作用，防止脚被冻伤。

冬天穿衣服较多，还要注意袖口和
袜口不宜太紧，以免血液循环不良造成
身体发冷。 另外，鞋子应尽量保持干燥，
以免湿气袭脚而造成冻伤。

朱广凯

������冬天 ， 很多老人易出
现皮肤瘙痒 ， 原因有内 、
外两个方面 。 内因多为机
体内在的疾病如脑动脉硬
化 、 内分泌紊乱等 ， 外因
多为外来的刺激 ， 如接触
粉尘 、 使用碱性过强的肥
皂 、 食用辛辣 刺激食物 、
贴身穿着化纤衣物等。

为防范和缓解皮肤瘙
痒 ， 老年人要穿得宽松 、
舒适 ， 贴身尽量穿着质地
柔软的纯棉衣物 ， 慎穿保
暖内衣 。 保暖内衣多含化
纤成分 ， 会阻挡皮肤与外
界进行热量交换 ， 使皮肤
水分减少而诱发或加剧皮
肤瘙痒 。 要保持室内空气
新鲜 ， 温度适宜 ； 保持皮
肤卫生， 2～3 日洗一次澡 ，
水温以 37℃～40℃为宜， 别
过热 。 洗澡时使用中性沐
浴液 ， 不要用力搓皮肤 ，
之后应适量涂抹润肤膏保

护皮肤。
在皮肤瘙痒时， 要尽量

避免搔抓 ， 有些老年人常
用 “老头乐 ” （一种抓痒
工具 ） 搔痒 ， 实际上是增
强了对皮肤的刺激 ， 使皮
肤产生疼痛从而掩盖瘙痒，
久而久之 ， 表皮细胞就会
发生增殖性变化 ， 皮肤变
得粗糙 、 肥厚 ， 导致越搔
越痒 ， 造成恶性循环 。 下
面有两种止痒方供选择：

苹果涂擦皮肤润燥止
痒： 用新鲜苹果 1 ～2 个 ，
洗净切成片 ， 在瘙痒处涂
擦 ， 可使皮肤爽滑舒 适 ，
每天擦 3～5 次， 3 天后瘙痒
一般可止。

香蕉皮煎水洗解毒止
痒： 用 4 ～6 个香蕉的皮 ，
洗净加水适量煎沸 5 分钟
左右， 待水降温适合洗时 ，
可用毛巾洗瘙痒处和全身。

钱琦

快过年了！ 马上
就要开始接受七大姑
八大姨的各种问候
了， 加上各大平台开
展的优惠促销活动，
让想买新衣服的你蠢
蠢欲动了吧。 那么，
新衣服买回来后可以
直接穿上身吗？ 要不
要洗过再穿， 如何洗
才正确呢？ 让我们一
起来了解一下。

������腰围是判断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
对女性而言， 更是健与美的一种体现。
想要拥有纤纤细腰， 需注意有效锻炼，
这里教你几种有效的瘦腰小运动：

侧躺压腰 侧躺在地板上， 一只手
臂弯曲， 用手肘支撑身体， 小臂向前。
身体保持挺直， 然后腰部用力压向下，
使整个下身接触地面， 再拉起。 重复此
动作 2 组， 每组 20 次。

扭腰碰脚 双脚分开比肩宽， 两臂
水平打开。 然后扭腰向下， 右手摸左脚
脚面， 直立， 换左手动作。 此动作重复
3 组， 每组 10 次。

拉伸腰部 双手持一根健身棒， 置
于肩膀上 （如果没有健身棒， 可以将两
手交叉， 平端于胸前）， 保持背部挺直。
然后向两侧拉伸腰部， 动作要缓慢， 注
意幅度， 不要拉伤。 重复此动作 3 组，
每组 20 次。

提升双脚 躺在地上伸直双脚， 然
后提升、 放回， 不要接触地面， 重复做
15 次。 每日 3～4 次， 每次 15 下。

手肘碰膝 左脚站立， 提起右脚，
双手紧握， 用力扭转身体， 左手肘碰右
膝。 左右手脚交替进行 20 次即可。

兰小英

2020年1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殷映月 邮箱：284820975@qq.com� �版式：谢敏智08 时尚健康

新买的衣服最好洗后再穿

新买的衣服最好洗后再穿，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衣服在服装
厂制作的过程中， 印染时都用到
了甲醛 ， 甲醛能固色 、 防止腐
化， 有些衣服甲醛超标， 穿在身
上可能会引发皮肤炎症等各种问
题； 新衣服在加工的过程中， 在
流水线上沾染了各种细菌， 直接
穿上有被感染的可能； 有些衣服
固色不好， 会掉色， 染在身上对
皮肤有损伤。

新衣服怎么清洗

看洗涤标签 清洗新衣服时看
清洗涤标签， 对照说明来操作。
比如有些衣服不可机洗， 有些可
以放入网袋机洗 ， 有些需要干

洗； 晒的方式也不一样， 如有的
需要悬挂晾晒， 有的需要平摊晾
晒等。

分类洗涤 床上用品、 孩子衣
物、 紧贴皮肤的内衣裤必须单独
洗， 并且要消毒。 其他衣服按照
颜色分类洗。

清水洗涤 拿到新衣服后先使
用清水洗涤， 还可以加一点洗涤
剂和食盐来清洗， 这样不仅能消
毒、 杀菌， 还能防止衣服褪色。

晾晒 把洗好后的新衣服放在
通风处、 阳光下晾晒几天， 能去
除甲醛。

防衣服掉色有五法

醋洗法 主要针对的是红色或
紫色等颜色鲜艳的纯棉衣服和针
织品。 在洗涤这些衣服之前， 往

水中加上一些醋泡上一会就可以
了。 经常这样清洗有助于衣服颜
色光洁如新。 需要注意的是， 量
不能太多， 不然洗出来的衣服晒
干后醋味很大。

花露水清洗法 适合棉织品和
毛线织品， 先按照常规方法清洗
衣服， 漂洗干净后， 在清水中滴
入几滴花露水。 将清洗好的衣服
浸泡在水中 10 分钟， 固色之外还
能起到消毒杀菌和除味的作用。

盐水浸泡法 最适合对付牛仔
装和花色衣服的褪色问题。 新衣
服在第一次下水前要先用浓盐水
泡上半个小时， 然后再按照常规
方法清洗。 如果仍有轻微掉色，
可以在每次下水清洗前都先用淡
盐水浸泡 10 分钟， 长此以往衣
服不会再掉色。

茶水浸泡 茶水中含有茶碱等
物质， 能够用来处理毛衣掉色问
题。 先将茶水放凉， 然后将掉色
的毛衣放入浸泡， 浸泡一会儿后
用正常程序进行清洗。

反晾法 把衣服反过来晾晒，
可以防止一些深色衣服掉色。 特别
提醒的是， 大部分面料的衣服都不
能被阳光直接照射， 紫外线容易让
衣服褪色， 尽量多用反晾法晾衣
服， 并放在避光通风的地方晾干。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 康敏

������冬天气候干燥多风， 嘴唇容易发
干、 起皮 （结痂）、 裂开及出血等。 为
改善这种情况， 我们需多喝水、 摄入充
足的各种维生素 （尤其是维生素 B2 和
维生素 A）、 尽量避免或减少吹风和适
当使用润唇用品， 同时还要做好以下三
点来护唇：

别用舌头舔唇 嘴唇发干时， 许多
人会用舌头舔一舔， 这样不仅滋润不了
嘴唇， 而且会加重干裂， 甚至引发唇角
发炎。 因为唾液带来的水分很快被蒸
发， 并带走唇部本来就很少的水分； 唾
液中所含的淀粉酶、 麦芽糖酶等消化酶
及其他一些有形物质却像一层薄薄干糊
留在嘴唇上， 使得嘴唇更感干燥。

切莫乱撕起皮 冬天嘴唇很容易出
现结痂 （翘起的死唇皮）， 一般人往往会
不自觉用手去撕， 一撕就出血， 不撕又
难受。 由于痂皮下方的组织不完整， 如
果强行撕去， 就会造成更多的炎性渗出
物， 从而形成更多痂皮。 而且嘴唇皮肤
很薄， 皮下毛细血管又多， 直接撕去唇
部痂皮， 不仅给人带来疼痛， 还导致唇
部出血， 容易引发感染。 为健康考虑，
嘴唇结痂千万不要用手去撕， 最好用小
剪刀对着镜子细心地剪掉唇上翘起的皮。

洗净残留牙膏 有的人在早上刷牙
后嘴角还残留有牙膏沫时， 不是用水继续
把它清洗干净， 而是随手用手抹一下再洗
手。 殊不知， 这种做法也很伤害嘴唇。 为
了具有良好的口感、 芳香味及杀菌护牙等
作用， 一般牙膏都添加有肉桂醛、 薄荷
油、 香芹酮和茴香脑等常见化学成分， 这
些成分容易造成嘴唇的干燥起皮。 据资料
显示， 有 18.5%～45%的唇炎是由牙膏过敏
引发的。 因此， 建议大家每次刷牙后一定
要将嘴上的牙膏彻底洗干净。

副主任医师 陈日益

过年穿新衣
洗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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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易皮肤瘙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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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寒谨防皮肤冻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