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馨提示

随身携带登机的液体护肤
品， 如化妆水、 乳液、 洗面奶、
睡眠面膜、 保湿凝露等， 每一种
的标示容量都不能超过 100 毫
升， 也就是说， 即使一个 200毫
升的瓶子里只有 50毫升化妆水，
也不能带上飞机。 这些护肤品应
能装进一个容量不超过 1000毫
升的可重新封口的透明塑料袋
中。 固体护肤品， 如唇膏、 粉
饼、 止汗棒之类并不受此限制。

从国内出发的航班， 可托运
单瓶不超过 350 毫升的液体发
胶、 摩丝等压力瓶装气溶胶， 以
及 500毫升以内的香水， 但总量
不得超过 2000 毫升。 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规定可能略有不同， 出
行前需确认当地规定。 其他液体
和固体护肤品暂无限制。 托运装
箱前要确保护肤品的盖子已拧
紧， 用保鲜膜缠紧封口处再包裹
瓶身， 最后包上柔软的衣物作保
护， 可避免托运中护肤品受损或
泄露。 易碎品如粉饼、 眼影等，
还是随身携带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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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不要将脸埋在枕头上 脸部长时
间压在枕头上， 可使局部皮肤组织细胞受
到挤压， 破坏肌肉韧性。 即使在打盹的时
候， 也不要将脸埋在桌子上， 这种休息方
法对皮肤弹性有较大的损害。

不要在短时间内快速减肥 有些中年
女性在快速减肥之后， 皮肤弹性大大降
低， 这是因为在短时间内减去脂肪， 皮肤
细胞却不会减少， 出现皮肤垂皱现象。

不要吸烟 吸烟是女性美容的大敌 ，
会使面部肌肉之间发生极不协调的牵拉，
在眼角和唇边形成深度皱纹， 降低皮肤弹
性。 吸烟还会造成皮肤代谢紊乱， 损害皮
肤细胞的正常功能。

选化妆品不要只看包装 长期使用与
皮肤相抵触的化妆品， 会破坏皮肤的天然
结构和性能， 有时还可能导致细菌侵入，
造成皮肤炎症。 长期如此， 皮肤弹性会在
潜移默化中丧失。 挑选化妆品时， 不可只
注意化妆品的包装， 也不可单纯看重化妆
品的成分是否高级， 最重要的是化妆品的
类型要与自己皮肤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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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相信
此刻的您已经开始给家里添
年货和换新了。 除了大扫除，
软装的布置也会让家中温馨
别致。 那么， 在年前该挑选哪
些软装， 让家充满年味呢？

质感满满的沙发 不同材
质的沙发带给人的舒适感是
不同的， 一般而言， 布艺沙发
透气性好、 柔软度高； 皮质沙
发结实耐用、 厚重沉稳； 丝绒
沙发往往触感丝滑 、 亲肤柔
软。

耐脏又好看的沙发套 如
果不打算换新沙发 ， 可以选
择换上全新的沙发套。 春节期
间， 来家里做客的人比较多，
还得考虑到沙发套是否耐脏，
如采用灰色、 棕色。

喜庆图案的抱枕 在年前
购买一些喜庆图案的枕套 ，
随意地摆放两三个在沙发上，
让客人感到年味十足。

色彩明艳的地毯 购买一
块崭新 、 鲜艳的地毯铺在客
厅， 这样大家坐在一起会感觉
很温暖。

红色装饰画及饰品 在沙
发的背景墙上， 挂上一幅以红
色为主色的装饰画， 并选择暖
色调的台灯、 花瓶、 窗帘等物
件， 将家里布置得暖意十足。

颜色鲜艳的桌布 一块红
色的桌布用来装饰餐桌， 瞬间
便可营造喜庆的氛围， 可以买
中等大小， 桌面两边最好留有
空白， 这样不会让人感到视线
疲劳。

色彩与质感同在的餐具
年前购买一套温暖色彩和有质
感的餐具， 不仅能提升菜的档
次， 还能让家里的品味提升。

红色的床品 将卧室内换
上一床红色的床品， 让留宿的
客人感到年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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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心脏病的发作几率比夏
季要高 50%， 而科学的运动有助
于提高心脏功能， 防治心脏疾病。
在冬季运动， 一定要讲究方式方
法， 否则稍不注意就可能适得其
反。

选择有氧运动 冬季人体消耗
的能量会增多， 如果再剧烈运动，
消耗能量过大， 易增加心脏负担。
从维护心脏健康的角度来看， 最
好的运动方式是有氧运动， 如打
太极拳、 快步走、 散步、 慢跑等。

运动前要先热身 冬季运动前
的热身活动一定要到位。 一般情
况下 ， 热身活动在 5 分钟左右 ，
冬天则最好达到 10～15 分钟。 热
身时先做动态拉伸， 然后做一定
强度的快走或慢跑等， 直到微微
出汗、 毛孔张开为止。

不宜运动太早 冬季最好不要
运动太早， 应在太阳出来后再运
动， 地点最好向阳且有遮挡。

运动量不宜过大 运动时的时
间和强度以人自感疲劳为第一原
则， 过于疲劳会导致抵抗力下降。
运动量可以根据自我感觉来判断：
经过锻炼后， 全身舒畅、 精神愉
快、 体力充沛、 睡眠良好， 说明
运动量掌握得比较适当； 如果锻
炼后感到十分疲劳， 甚至在休息
一夜后仍有疲劳感 ， 并有头晕 、
心慌、 恶心、 食欲不振、 四肢无
力、 睡眠不佳等症状， 就说明运
动量过大。

不宜空腹运动 空腹运动的能
量来源主要靠脂肪分解， 运动时
人体血液中游离脂肪酸浓度显著
增高。 中老年人由于心肌能力较
低， 过剩脂肪酸带来的毒性往往
使之产生心律失常， 使肝脏合成
的甘油三脂增高， 会引起和加剧
中老年人的冠心病、 动脉硬化。

大风、 雾霾天不宜运动 冬季
雾霾较多， 空气中的 PM2.5 等污
染物会加快心率、 升高血压、 激
发血管炎症反应， 并让血液高凝，
进而诱发心脏病发作。 因此， 雾
霾天气时需减少户外活动， 如必
须外出应戴好口罩。 而在大风天
这种环境下锻炼， 容易引起身体
受凉感冒从而增加心脏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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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飞机出行
美容护肤要到位

�������春节假期， 很多人回家探亲， 或
者是举家出游， 都可能乘坐飞机出
行。 有人坐飞机会感觉自己像走进了
沙漠之中， 皮肤总是干干的。 事实
上， 机舱内的压力、 干燥的空气及紫
外线确实会对皮肤产生不良影响， 出
行时一定要注意美容护肤。

冬季运动
讲究方式方法

中年女性皮肤保养“四不” 居家软装添年味

多给皮肤补补水

坐飞机常会感觉到脸很干燥且特
别容易口渴， 这是因为我们处在机舱
内的空调所造成的干燥环境中。 根据
抽样调查的数据， 国内飞机机舱的平
均相对湿度只有 9%， 所以在飞机上
做好皮肤保湿尤为重要。

第一注意多喝水， 由内而外补充
丢失的水分； 第二在皮肤清洁完毕的
前提下， 敷个面膜、 使用补水喷雾，
或是涂上润肤乳液， 都能起到缓解作
用。 临上飞机前使用高保湿的护肤品
也有同样效果。 需要提醒的是， 带妆
会加重皮肤的负担， 长途飞行之前最
好卸妆。

高空防晒不能少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 紫外线强
度就会越大 （海拔每升高 1000 英尺，
相应的紫外线辐射会增加 2%左右）。
高空中的紫外线没有云层、 地形的阻
挡， “杀伤力” 比平地更强。 虽然机
窗的玻璃可以阻挡住绝大部分的中波
紫外线 （UVB）， 透过率不到 1%， 可
以保护我们的皮肤不被晒伤， 但是它
不能完全阻隔会让我们晒黑的长波紫
外线 （UVA）， 最高透过率可以达到
50%以上。 在飞越厚厚的云层或者雪
地的时候， 因为反射加强， 飞机受到

的紫外线辐射还会大大增加。
从护肤角度来看， 防晒是飞行中

皮肤保养不可忽视的环节。 使用抗紫
外线成分、 含有维生素 E 的防晒型乳
液、 眼霜和护唇膏是很有必要的。 出
门前半个小时选择防晒系数 SPF30 的
防晒霜涂抹好， 不要忘记所有暴露在
外的皮肤， 不要等上了飞机才涂， 飞
行时应尽量拉下遮光板。 如果是较长
时间飞行， 记住要每隔两小时涂一遍
防晒霜。

切勿忽视眼部肌肤

在飞机上无论是紫外线还是干燥
都会对眼周肌肤带来不利的影响， 最
常见的是出现小细纹， 一定要特别注
意以下几点。

1. 建议涂抹滋润度比较高的眼霜。
如果是长途飞行建议不要佩戴隐形眼
镜， 否则会因干燥使眼部感到不适。

2. 要避免或改善飞行时眼睛浮
肿， 可随身携带含小袋的绿茶。 飞机
着陆前半小时， 将绿茶袋在热水中浸
泡几分钟， 然后放在冰块中冷却， 最
后再敷于眼部。 绿茶中的抗氧化物和
抗炎成分能迅速缓解眼睛浮肿。

此外， 嘴唇也需要保湿， 记得使
用润唇膏。 唇部皮肤的厚度只有身体
的 1/3， 而且没有皮脂腺， 对干燥的
环境特别敏感， 容易出现干裂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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