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烈日当空， 稍微一动就大汗淋
漓， 于是香体止汗露成了很多女性
的随身必备物。 与此同时， 因使用
香体止汗露引起皮肤等疾病的人也
不少， 不要忽视这些美丽产品背后
所隐藏的健康隐患。

过敏 香体止汗露中常用的乙
醇、 甲醛、 鞣酸、 香精和添加剂，
都可能因人体体质的敏感性不同而
诱发不同系统、 不同程度的过敏性
疾病， 如鼻炎、 皮肤红斑等。

炎症 过多使用止汗露， 人为

抑制出汗， 会使汗腺导管堵塞， 代
谢废物不能正常排出， 而出现汗
斑、 皮肤红肿、 瘙痒等症状， 严重
的还会引发毛囊炎。

感染 有人错误地认为止汗露
能使伤口变得干爽而加速愈合， 殊
不知， 止汗液里的化学成分可能通
过皮肤伤口被人体吸收， 从而引起
继发感染或加重病情。

中毒 甲醛用于香体止汗产品
主要是作为防腐剂， 而有一部分人
对这种化学成分的免疫力较差， 止

汗产品又是直接作用于人体的皮
肤， 所以引起中毒的现象时有发
生。 人体中毒后主要引发以眼、 呼
吸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为主的
全身性疾病， 伴有流泪、 眼剧痛、
喉痒、 咳嗽、 呼吸困难、 窒息及全
身软弱无力、 多汗和头痛等症状。

休克 在气温很高或运动时 ，
全身大面积涂抹或喷洒止汗产品，
强行止汗， 势必引起体温过高， 严
重时可能出现热休克症状。

钱琦

止汗露使用不当 易引发皮肤等疾患

������护肤是每个女性一生的课题，
它分为基础护肤和加强护理， 前者
包括清洁 （洁面和卸妆）、 保湿、
防晒， 后者包括美白和抗皱等。 需
提醒的是， 使用护肤品要遵守以下
四大原则， 才能达到好的养颜护肤
效果。

正确洁面和卸妆 日晒、 灰尘、
皮肤代谢产物及化妆品， 都会在皮
肤表面形成污垢， 因此清洁是必不
可少的程序。 特别是当使用卸妆
油、 卸妆霜等含油脂多的产品时，
会在面部残留较多油脂， 需要多次
洁面。 对于敏感肌肤人士， 应使用
安全的药妆产品来洁面。

注重保湿和防晒 无论用何种
护肤产品， 都需要遵循一定的使用
顺序。 一般来说， 可按照先涂化妆
水、 精华、 乳液、 面霜的顺序， 后
涂相关防晒产品。 如果使用了带有
防晒功效的粉底和粉饼， 也可不单
独使用防晒护肤品。

适当美白和抗皱 这是皮肤基
础护理之上的加强护理， 针对有美
白和抗皱需求的人群。 美白产品通
常偏酸性， 使用后易导致皮肤干
燥， 最好搭配保湿产品使用。

特殊时期做减法 很多女性生
理期前一周或换季时， 皮肤状态比
平时差。 在这些特殊时期， 建议护
肤时做减法， 仅使用基础护肤品，
且尽量使用安全不过敏的药妆， 减
少对皮肤的刺激。

郑玉平

������对老年朋友来说， 眼袋不仅使
人显得衰老、 疲惫， 太大时还会影
响视力。 这是因为眼袋会加速眼部
皱纹形成， 使黑眼圈范围扩大， 形
成松弛性下睑等并发症， 久而久之
产生视力下降、 角膜炎等症。

眼袋形成主要有两个因素， 一
是衰老退变引起， 主要表现为下睑
皮肤及眼轮匝肌弹性减弱， 眶隔退
变松弛， 眶脂肪移位、 脱垂等病理
改变， 导致下睑组织不同程度臃
肿、 膨隆或下垂， 形成如袋状的异
常形态； 二是遗传， 有些年轻人可
能存在眼袋， 多为这个原因。

预防眼袋， 首先要注意用眼卫
生， 避免强光刺激， 不要长时间看
电视、 手机等， 少熬夜， 保证充足
睡眠。 睡前可以用黄瓜片、 土豆片
在眼部周围敷一敷， 10 分钟左右
即可， 长期坚持， 对眼袋有一定的
改善效果。 饮食要清淡， 避免情绪
刺激， 加强运动， 睡前一小时避免
大量饮水。 另外， 如果老年人眼袋
过重， 并经常出现眼累、 眼晕、 眼
花等情况， 要引起重视， 尽早到医
院检查， 必要时进行眼袋切除手
术。

胡佑志

眼袋太大
影响视力

2020年7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殷映月 邮箱：284820975@qq.com� �版式：谢敏智08 时尚健康

夏季晨跑 好处多多

早起锻炼精神百倍 一大早进
行晨间活动首先有助于让脑神经活
络起来， 少年儿童可刺激分泌更多
的生长激素配合骨骼发育； 其次，
早睡早起更利于皮质醇对糖原的代
谢， 促进脂肪分解。 运动初期会有
些疲倦感， 这是身体在适应的过
程， 坚持下去就会发现不仅带来身
体上的改变， 更带来了精神方面的
提升。

不易被其他事情打扰 早晨跑
步， 所有逃避运动的典型借口如没
有时间、 工作后太累、 朋友聚会、
应酬都可以 “靠边站” 了。

改掉睡懒觉的坏习惯 晨跑可
帮你改掉睡懒觉的坏习惯， 让一天
内的时间更充裕； 通过晨跑来调节
一天的饮食、 作息时间， 让生活越
来越规律， 身体越来越健康。

消耗更多脂肪 早上跑步前，
人体内储存的肌糖原要维持人体基
本功能， 已经有一定程度上的消
耗， 这时进行一定时间的慢跑或者
其他有氧训练， 可以在肌糖原消耗
后调动更多脂肪给身体供能， 持续
燃烧卡路里， 加快新陈代谢， 从而

有效达到减脂效果。
舒压解郁 一日之计在于晨，

晨跑除了有助于降低血压及提高人
体的心肺功能， 还可以清空思绪，
舒缓工作压力 ， 使身心平和 、 安
静。 试想在阳光刚刚洒下的清晨，
沐浴着晨曦， 带着耳机轻松慢跑在
步道上， 远离抑郁、 喧嚣， 让心灵
彻底地放松。

夏季晨跑注意事项

不宜在阳光强烈时跑步 当晨
跑遇到强烈阳光时， 最好选择在阴
凉处跑步， 因为夏季阳光的紫外线
较强， 会导致皮肤不同程度灼伤；
若遇到室外温度高于 30℃的特殊
情况时， 最好不要出去跑步， 否则
为了散热， 人体会排出大量水分调
节温度， 加速身体的脱水速度， 还

会导致心率升高过快、 钠和镁的流
失及运动后肌肉疼痛、 抽筋。

一定要注重装备 夏日晨跑需
要准备一套排汗、 快干的运动装，
避免出汗后衣服贴在身上造成不适
感， 同时还需要一双透气散热的运
动跑鞋。 晨光虽然不太强， 但长期
累积也会给皮肤造成损害， 为了保
护皮肤， 尽量提前涂抹防晒霜， 酌
情选用帽子、 太阳镜、 护袖护腿等
防晒用品。

不宜空腹晨跑 空腹进行跑步
时， 人体内的能量主要来自脂肪分
解， 这时人体血液中游离脂肪酸浓
度显著增高。 这些游离脂肪酸是心
肌活动的能量来源， 而蓄积过多又
易降低心肌活动能力， 可能导致心
律失常甚至休克。 因此在晨跑前最
好先吃少量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增加水分及基础供能， 如一碗清淡
的燕麦粥搭配一颗白煮鸡蛋。

晨跑前做热身运动 晨跑前做
一些简单的热身运动如压压腿、 下
蹲， 可给尚未苏醒的肌肉一个简单
的刺激信号， 让心脏和肌肉更快地
进入运动状态， 避免受伤风险。 锻
炼前不做热身运动， 易引起肌肉、
韧带拉伤或关节扭伤 。 需提醒的
是， 晨跑的运动幅度不宜过大， 慢
跑加快步走是最好的锻炼方式。

晨跑前后适量饮水 晨跑前后
适量饮水， 通过肠胃吸收， 增加血
容量， 可以减少在运动中发病的机
会。 夏天晨跑后出汗多， 很多人都
喜欢大口喝水或是喝饮料来解渴，
这是不对的。 刚跑完就大量喝水，
容易给血液循环系统、 消化系统特
别是心脏增加负担， 同时还会导致
汗液分泌增多， 体内的盐分进一步
流失。

晨跑后不宜马上冲凉 天气炎
热， 运动后体内产热骤增， 体温升
高， 皮肤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
如果刚停止跑步就冲凉水澡， 会导
致体表开放的毛孔关闭， 造成机体
脏器功能紊乱， 还会引起肌肉风湿
病。

晨跑后饮食注意 晨跑后不要
吃甜食或糖水， 吃甜食容易消耗体
内的维生素 B1， 会感到疲倦 、 食
欲不振， 影响体力恢复。 跑步后最
好多吃含维生素 B1 的食物， 如新
鲜蔬菜、 动物肝脏、 蛋类等。

健身教练 俞晨龙

使用护肤品
遵守四大原则

夏季晨跑
开启美好的一天

�������一位朋友说， 她
特别喜欢夏季晨跑，

看着太阳慢慢升起， 天空
湛蓝， 朵朵白云飘过， 内

心就充满了希望和快乐。 像这
位朋友一样， 很多跑友夏天喜
欢在早晨跑步， 一方面躲过了
强烈的阳光， 一方面又锻炼
了身体， 还调节了心情和精

神状态， 以更加昂扬的
姿态开启美好的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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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同时还需要一双透气散热的运
动跑鞋。 晨光虽然不太强， 但长期
累积也会给皮肤造成损害， 为了保
护皮肤， 尽量提前涂抹防晒霜， 酌
情选用帽子、 太阳镜、 护袖护腿等
防晒用品。

不宜空腹晨跑 空腹进行跑步
时， 人体内的能量主要来自脂肪分
解， 这时人体血液中游离脂肪酸浓
度显著增高。 这些游离脂肪酸是心
肌活动的能量来源， 而蓄积过多又
易降低心肌活动能力， 可能导致心
律失常甚至休克。 因此在晨跑前最
好先吃少量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增加水分及基础供能， 如一碗清淡
的燕麦粥搭配一颗白煮鸡蛋。

晨跑前做热身运动 晨跑前做
一些简单的热身运动如压压腿、 下
蹲， 可给尚未苏醒的肌肉一个简单
的刺激信号， 让心脏和肌肉更快地
进入运动状态， 避免受伤风险。 锻
炼前不做热身运动， 易引起肌肉、
韧带拉伤或关节扭伤 。 需提醒的
是， 晨跑的运动幅度不宜过大， 慢
跑加快步走是最好的锻炼方式。

晨跑前后适量饮水 晨跑前后
适量饮水， 通过肠胃吸收， 增加血
容量， 可以减少在运动中发病的机
会。 夏天晨跑后出汗多， 很多人都
喜欢大口喝水或是喝饮料来解渴，
这是不对的。 刚跑完就大量喝水，
容易给血液循环系统、 消化系统特
别是心脏增加负担， 同时还会导致
汗液分泌增多， 体内的盐分进一步
流失。

晨跑后不宜马上冲凉 天气炎
热， 运动后体内产热骤增， 体温升
高， 皮肤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
如果刚停止跑步就冲凉水澡， 会导
致体表开放的毛孔关闭， 造成机体
脏器功能紊乱， 还会引起肌肉风湿
病。

晨跑后饮食注意 晨跑后不要
吃甜食或糖水， 吃甜食容易消耗体
内的维生素 B1， 会感到疲倦 、 食
欲不振， 影响体力恢复。 跑步后最
好多吃含维生素 B1 的食物， 如新
鲜蔬菜、 动物肝脏、 蛋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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