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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夏季，不仅洗澡的频率增加了，就连
洗脸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洗脸这件小事虽然
天天都做， 但是你真的知道怎样洗脸才是科
学正确的吗？

洗脸用手好还是用毛巾好
当我们洗脸时，我们到底在洗什么？“人

脸上的脏东西有三类， 分别是废弃的角质细
胞、 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和环境空气中的粉尘
附着物。”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学美容科医师
段晓涵表示，洗脸就是要把这些脏东西洗掉。

虽然都是洗脸， 但大家用的方式却有所
不同，有的人喜欢用手洗，再用毛巾擦干；有
的人喜欢浸湿毛巾，用毛巾洗脸。到底哪种洗
脸方式更好？

皮肤科医师的建议是： 用手洗脸后再用
毛巾按压式擦干。为什么？毛巾的接触面和摩
擦力都比手大，难道不是洗得更干净吗？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科主任医
师周平表示，人的皮肤有屏障作用，但这种作

用也是有限的，如果因为机械性、化学性、物
理性、生物性的刺激破坏了皮肤表层，就会削
弱皮肤屏障功能及其保护作用。

“而洗脸最重要的是不要刺激或损害这
层屏障。”段晓涵解释说，再细软的毛巾、洗脸
海绵，甚至“洗脸神器”都属于外在刺激物，全
不如手洗温和。毛巾看似洗得更加干净，但如
果有特应性皮炎或皮肤敏感， 此时用毛巾洗
脸，不但没法达到清洁效果，反而会产生副作
用，引起皮肤感染问题。

肥皂、“洗脸神器”并非好选择
其实除了用手洗之外， 洗脸还有很多讲

究。
周平表示，洗脸和洗澡、洗头一样都应该

遵循平衡适度原则。 洗太勤皮肤会因缺乏油
脂导致干燥不舒服；洗太重会损害皮肤表层，
直接破坏屏障作用； 水太热或太冷都会刺激
皮肤。

“不同人群洗脸的方式也应有所区别。 ”

段晓涵说， 婴幼儿和老年人只用温水正常清
洗灰尘、细菌即可。相对来说，现代环境污染、
女性化妆、男性油脂分泌旺盛，使得脸并不是
用清水就可以洗干净的， 要用洗面奶等化学
清洁剂清洗。

但一些人选择用肥皂洗脸， 段晓涵并不
支持。她说，人的皮肤是一种弱酸环境，pH值
约为 5.5。 但肥皂的 pH值约为 7，偏碱性。 用
肥皂洗脸虽然皮肤看起来洗得很干净， 但长
此以往，皮肤微环境容易受到损害。

而那些号称毛刷与毛孔大小一致的“洗
脸神器”，更易孳生细菌。段晓涵指出，人们认
为“洗脸神器”洗得更干净多是心理安慰成分
较大。 如果觉得皮肤角质层厚或油脂分泌旺
盛堵塞毛孔，易产生黑头、粉刺等，可以使用
带有果酸或水杨酸成分的医学护肤品， 这些
成分可以在渗透皮肤溶解油脂的同时不伤
肤。

唐芳

脸每天都洗，但你真的洗对了吗

鲸鲨聚集地全球仅有约 20处
图 吧 提醒

鲸鲨是目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类，体长可达近 20 米，而全球
已知的大型鲸鲨聚集地仅有约 20 处。 英国约克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
分析了 17 处鲸鲨聚集地后发现，这些聚集地有很多共同特征，如均
在温暖的浅水区，同时靠近通往深水区的海床陡坡。

鲸鲨是一种滤食性鱼类，海床陡坡促使海流上升，带来一些浮游
生物和小型甲壳类动物供鲸鲨进食。 此外，鲸鲨是一种变温动物，需
要外界热量来维持体温。 它们可能会潜至 1900 米以下的深处觅食，
那里水温较低，它们需要就近选择一些地方休息和恢复体温，而温暖
的浅水区正好提供了这一场所。 辛华

枪为什么大多是黑色的
枪械穿的这身“黑衣服”大有来头，它是经过特殊工艺

制成的一层黑色的金属氧化物薄膜，可以防止生锈和腐蚀。
在野外训练和使用过程中，风沙、尘土、雨雪和空气中的水
分等会附着在枪械表面；枪械在实弹射击以后，各部件会被
火药气体熏染和附着。 有了这身“黑衣服”就能把枪械本身
与外界的火药气体、空气、水分和风沙隔开，防止金属零件
腐蚀生锈。

另外，黑色对光的反射小，在作战行动中还可以起到隐
蔽的作用。

奥秘

为何打喷嚏要闭眼
打喷嚏过程中， 需要极大的能量把气体驱逐出来，肺

里、口腔里、鼻腔里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如此强大的压力
能够让喷出的气流达到 160 千米 / 小时的速度， 达到三四
米远。 假设这种情况下你的双眼是睁开的，那么喷嚏的强大
压力将有很大的概率使泪腺管受创， 更甚者可能造成神经
损伤。 因此，为了保护极其脆弱的双眼，在人类进化期间，我
们的大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种保护性的本能。

另外， 仅仅是膈肌与肋肌这些呼吸肌要猛地震动，脸
部、额部肌肉都将要缩紧，这一过程导致双眼闭合的眼轮匝
肌同时收缩，由于它和面部肌肉一起以面神经为支柱，就自
然而然地闭上眼睛。

连宁
饮食

不少人认为夏天吃点“苦”挺好
的，败火。 然而，“苦”可不能随便吃。
虽然苦的食物不一定有毒， 但相比
其它味道， 发苦的食物有毒的可能
性更大。

那为什么我们经常吃苦瓜却没
事呢？ 实际上，苦瓜中也含有一些毒

性成分，只是毒性比较低，平常食用
量也不大， 而且毒素主要集中在种
子里， 所以一般人吃苦瓜不会引起
中毒。 但若是大量吃苦瓜，也会刺激
胃肠道，引起呕吐、腹痛、腹泻等中
毒症状。

马冠生

很多人认为制冷剂（氟利昂）必
须每年夏天都加，这个观点不对。制
冷剂不是消耗物， 密封性好的空调
多年都不会流失。 导致空调不制冷
除了缺制冷剂外，还有这些原因：

电压不够。电压降低，电机功率
就会降低，制冷效果变差。一般情况
下， 家用空调供电电压最好在 198
至 242 伏范围内波动。 如果超出这
个范围，空调容易无法正常启动，甚
至烧毁主控制部件； 长时间低电压
供电也会影响风机电机、 压缩机等
的寿命。

长时间不清洗保养。 只清洗过

滤网不能完全清除污垢和细菌。 散
热器是空气在空调中的必经之地，
灰尘、污垢不断积累在上面，导致病
菌大量繁殖； 如果散热器上面污垢
多， 就会堵住出风口， 影响制冷效
果。所以，一个月左右对散热片进行
一次清洁是有必要的。

只有下列情况说明制冷剂不
足：空调外机侧面有两根接管，细管
的阀门结霜；温度调到最低时，室内
机管道接头有油腻现象。 在请专业
人员添加制冷剂时， 应缺多少加多
少，避免一次排空或添加过度。

戴自祝

居家

四大止痒验方
花椒泡水涂患处 花椒性辛温，有温中散寒、除湿杀虫

的作用。涂抹花椒水，有助于止痒，对螨虫、阴虱引起的瘙痒
尤为适用。但花椒刺激性比较强，如果皮肤已经出现明显的
红、肿、热、痛，使用后炎症反应可能会加重。

冬瓜皮煎水沐浴 冬瓜有清热、利水湿之效。对一些皮
肤瘙痒、肿胀的病人，用冬瓜皮煎水沐浴，有助于消除水肿。

香菜泡酒涂患处 香菜辛温香窜，可发汗透疹。 水痘、
麻疹、风疹病人用其涂抹，可促使疹子透发，辅助止痒。

韭菜煎水擦身体 韭菜可活血散瘀、祛风止痒，对风邪
引起的皮肤瘙痒、干燥、脱屑，都有一定作用。

青岛

煮玉米要带皮带须
很多人在买玉米的时候总喜欢把皮剥下来， 将玉米须

子剥干净，其实，这样做并不科学，买玉米的时候最好带着
皮，因为外层的皮能够保护玉米内的水分不易蒸发，从而保
持其口感。

另外， 在煮玉米的时候， 最好将玉米最外侧的厚皮剥
掉，留下最内层的两层薄皮，同时将玉米须子洗干净，这样
可以保留一种独特的玉米清香， 且更易煮熟。 待玉米煮好
后，最好马上夹出沥干水分，否则玉米的味道就不浓郁了。

需要提醒的是，带着玉米皮和玉米须煮的汤被称为“龙
须汤”，适合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饮用。

佚名

仰头举手止鼻血
易造成倒吸

在孩子流鼻血时， 很多家长都会拿纸
巾帮孩子把出血的鼻子塞住， 然后让孩子
把头抬起来或把手举起来， 以期达到止血
的效果。 其实，这种止血方法并不科学。

单纯的举手动作对止鼻血的效果甚
微， 而仰头止血时， 表面上鼻腔是不出血
了，但是血往里面流，容易刺激胃肠而引起
恶心呕吐等不适，特别是出血量大时，还可
能会造成误吸。

那么，在遇到孩子鼻出血时，家长可以
采取以下方法能避免孩子频繁地流鼻血。

让孩子坐下来，头稍向前倾，同时鼓励
孩子张口呼吸。 这样可以大概了解孩子出
血的情况，也可以避免将血咽入肚子里，刺
激到胃肠道而引起恶心呕吐等不适， 或造
成误吸。

冷敷。 出血不多时，家长可以用冰袋或
湿毛巾冷敷在其前额及颈部， 或用冷水及
冰水漱口，以使鼻腔内的微血管得到收缩，
减少出血。

紧捏两侧鼻翼。 具体操作是：用拇指、
食指紧捏两侧鼻翼 10至 15分钟。

如果持续出血，用油纱条（医用凡士林
浸泡的纱布条）塞进鼻腔压迫止血。

林惠芳

会移动的活火山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东岸，有一座海拔

超过 3200米的活火山， 被人们称为“埃特
纳”，意为“我燃烧了”。这座活火山活动十分
频繁，2007年以来累计超过 20次喷发。

然而， 科学家在 2018 年最新的研究中
提出， 这座欧洲最活跃的火山正以每年 14
毫米的速度滑向地中海。 在过去的 100 年
间， 这座火山已经向地中海移动了 1.4 米，
这是整个火山基底的移动。英国的研究小组
称，火山的移动可能是由于火山下底层柔软
的沉积物流动所致，这种火山移动的情况容
易造成下坡地区的毁灭性地带坍塌和致命
的大海啸。

研究人员发现，火山向着东南偏东的方
向移动， 如果顺着这个方向持续移动 15 公
里，那么它的目的地恰好是游客来观光选择
住宿的附近沿海小镇贾雷。从事火山研究的
约翰·默里博士说：“我们目前还无须恐惧，
但要密切关注，一旦发现火山的移动突然加
速，那么这就将是个警告了。 ”

湾湾

火龙果要挑
“矮胖子”

火龙果口感细腻，果肉甜美，应该如何
挑选？ 具有以下特征的更好吃。

颜色深。 颜色深的火龙果成熟度高，口
感更甜。 挑选时还要看看火龙果身上的“鳞
片”，绿色的比较新鲜，如果颜色变黄，说明
保存时间太长了。

矮胖子。 好的火龙果一般都是“矮胖
子”，肚子圆滚滚的，身材苗条的一般都不好
吃。

手感重。 外形大小相同的火龙果，一定
要选手感重的那个，越重说明果肉越多。

有点软。成熟度好、口感甜的火龙果，用
手按时，会感觉有点软。 手感太硬的生味比
较重，太软的说明熟过了，也不好吃。

需要提醒的是，火龙果富含的“水果籽”
大多是纤维类，不能被肠道消化吸收，但会
刺激肠道蠕动，促进肠道内容物更快排出体
外。 所以，由于日常膳食纤维不足而常有便
秘问题的人，很适合吃火龙果。

西安

夏季“吃苦”要小心

空调制冷差 不光是缺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