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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妆蛋的多种用法

一、 上底妆
第一步： 准备一个装满水的

容器， 放入美妆蛋， 让其吸水，
吸水后的美妆蛋会膨胀变大， 然
后取出， 用干净的干毛巾将美妆
蛋的水吸到 8 分干。 也可以用手
把水挤干， 但记住不能拧， 否则
会破坏美妆蛋的形状 ， 力度要
小， 这样美妆蛋才会保持一定的
湿润。

第二步： 将适量的粉底液分
别挤在额头、 鼻子、 下巴、 两颊
处， 用湿润的美妆蛋将粉底由内
向外轻轻拍开， 再用美妆蛋中尖
头的部分上鼻翼、 眼下、 嘴角等
部位的底妆。

二、 上腮红
除了用来上底妆， 美妆蛋还

可以让腮红自然轻薄地涂在脸
上。 用美妆蛋的底部沾取腮红，
重复轻点在苹果肌上或是将美妆
蛋向斜上方晕染。 同理， 也可以
沾取深一色的粉底液点拍在需要
修容的地方。

三、 上遮瑕
美妆蛋的尖头设计可以用来

涂匀遮瑕膏。 将遮瑕膏点涂在需
要遮瑕的位置， 用美妆蛋拍开即
可， 涂抹出来的效果比一般手涂

抹要自然、 轻薄很多。
此外， 若时间上比较匆忙，

不能用水打湿美妆蛋， 也可以用
喷瓶装一些矿泉水， 使用前将美
妆蛋喷湿， 稍微揉搓一下使用。

美妆蛋怎么清洗？

选择一个保鲜袋装入适量的
粉扑清洁剂与水混合， 2:1 的比
例即可清洗美妆蛋； 美妆蛋置入
袋内， 按摩挤压出彩妆残留物；
最后， 用清水冲洗干净美妆蛋，
晒干。

美妆蛋多久洗一次？

美妆蛋若是经常使用， 建议
每隔三天左右就清洗一次， 可多
准备几个作为替换使用。 使用后
要用纸巾将美妆蛋的水分吸干，
防止发霉， 方便下次使用。 如果
不常用美妆蛋， 建议每次使用后
清洗， 晒干后装入干净的网眼袋
里防灰防尘。

美妆蛋几个月一换？

建议两个月换一个， 长期使
用旧美妆蛋会滋生细菌， 接触脸
部后易滋生螨虫。 如果经常清洗
美妆蛋， 使用方法正确， 使用寿
命也可以稍微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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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女性们都想用不同的妆
容，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而
暖色系妆容给人一种甜美、 可爱的
形象， 受到大众的欢迎。 那么， 暖
色系妆容要如何画才靓丽出众呢？
不妨看看以下攻略。

画眉 冬日画眉， 眉尾一定要
浓， 眉毛颜色一般选取灰黑色或者
墨黑色。 眉头淡眉尾深色， 这样会
显得眼睛更大更有神。

涂眼影 暖冬妆容的眼影， 流
行色是紫色。 今年非常流行撞色眼
影， 用银色和粉色、 紫色、 棕黑色
调出来的眼影， 特别显气质。 这种
迷迭紫色 ， 让女性看起来极有魅
力。

画眼线 画眼线时 ， 从内到
外， 内淡外粗， 画到眼尾微微向上
扬， 这样会拉长眼睛的宽度， 让眼
睛看起来更大。

涂睫毛膏 夹下眼睫毛， 涂抹
上睫毛膏， 注意涂睫毛膏的时候，
不要涂成苍蝇腿， 要一根根刷到
位。

打腮红 暖冬妆肯定少不了腮
红， 腮红要涂抹在微笑肌处， 这样
整个妆容看起来会更加年轻水嫩。

打高光 高光粉能让五官更加
立体， 提亮整个妆容。 无论什么妆
容， 高光粉的位置是打在鼻梁、 额
头、 眼底和下巴处。

涂口红 暖冬妆最能吸引人的
地方就是嘴唇。 如涂上焦糖色的口
红， 看起来超有吸引力， 且非常水
嫩， 完全没有冬天干燥的感觉。

定妆 暖冬妆的最后一步就是
定妆。 选定妆产品主要是看个人的
肤质和喜好， 如敏感肌肤人群建议
用蜜粉， 因为冬天敏感肌肤会更加
敏感， 蜜粉不仅可以起到定妆的作
用， 还能呵护肌肤， 阻止红血丝的
形成。

郑金美

陈女士今年 29 岁， 皮肤一向
细白光亮。 24 岁大学毕业后， 她
在一家公司做文秘， 台式电脑成了
她工作的好伙伴， 回家后， 笔记本
电脑常常不离手。 休假期间， 她也
几乎天天看电脑“刷剧”。 最近，
她发现自己脸颊颧骨处隐隐约约出
现了两大黑斑， 心中疑问不已： 难
道是自己年纪轻轻就有了“老年
斑”？

事实上， “长黑斑” 是电脑辐
射造成的。 电脑在开机状态下产生
的静电， 会在不知不觉中损伤皮
肤。 静电作用使电脑屏幕上吸附了

很多肉眼看不到的灰尘， 由于一些
人长时间接触电脑， 使部分灰尘飘
移到脸上， 不仅会吸走皮肤表层的
水分， 让皮肤变得干燥、 变脏， 时
间一长， 就会损伤皮肤的角质层，
形成色素沉积。 同时， 电脑辐射也
会影响人体的正常代谢， 遇到射线
后， 皮肤会增加黑色素来抵抗这些
光线。 办公室灯火通明的电灯和显
示器都会产生紫外线， 也会伤害皮
肤。 这样造成肌肤的新陈代谢迟
缓， 黑色素沉淀后颜色会越来越
深， 最终形成黑块、 黑斑。 再加上
一些上班族运动量少， 血液循环较

差， 因此产生的斑不容易消退， 只
能采用激光治疗消除。

预防 “电脑斑” 的关键在于注
重皮肤保洁， 看电脑前一定要涂上
隔离乳液， 看电脑后要及时洁肤，
将静电吸附的尘垢洗掉， 并涂上滋
润的护肤品。 长时间面对电脑， 尽
可能两个小时左右洗一次脸， 多吃
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水果，
如西红柿、 草莓等对预防色素沉淀
很有作用。 同时， 也可以在电脑旁
边放个加湿器， 或者种植一些防辐
射的植物等。

郑玉平

现在一些追求时尚的年轻人
由于穿戴不当 ， 引发了一些疾
病， 直接影响了身体健康， 其表
现有以下几种：

戴戒指与手指畸形 有些人
怕戒指丢了， 用线把戒指接头缠
得牢牢的， 紧紧地箍在手指上，
由于取戴不便， 一连几个月甚至
更长吋间都不取下来 ， 久而久
之， 受箍的手指皮肤、 肌肉、 骨
头都凹陷成环状畸形， 严重的还
可能因箍得过紧影响手指的血液
偱环， 造成局部坏死或感染。

戴耳环与软骨炎 有些人在
扎耳环眼时不注意严格消毒， 戴
上耳环后往往容易造成感染、 化
浓， 如不及时治疗， 病菌扩散就
有可能引起耳软骨炎。

戴项链与皮肤过敏 人们常
戴的项链中除纯金外， 其他在制
作过程中均要掺入少量的铬和
镍， 尤其是那些价格低廉的合成
金属制品， 成分更加复杂。 佩戴
时， 项链所接触到的皮肤可能会
岀现微红或瘙痒等症状， 此时如
不及时取下项链， 几天后症状就
会加重， 岀现湿疹或红肿， 严重
的还可导致溃疡。

涂指甲油与中毒 指甲油中
所含的化学物质具有一定的毒
性。 涂指甲油后， 不要用手拿东
西吃， 尤其不能拿油炸食品， 因
为指甲油是脂溶性的， 有毒的物
质容易溶解进油炸的食品中， 食
后易中毒。

紧衣束腰与尿失禁 追求体形
美的女性往住喜爱穿紧身衣裤或
紧束腰带， 久而久之， 膀胱会被
压向前下方， 这样不利于排尿的
控制， 在咳嗽、 大笑、 打喷嚏或
弯腰时， 尿液就有可能会不由自
主地自行流岀， 使人十分难堪。

冬季穿裙与膝关节炎 冬天
天气寒冷， 肌肉和关节如长期暴
露在外， 很容易诱发关节炎或引
发感冒、 气管炎、 冻疮等疾病。
所以， 要特别注意下肢的保暖，
尽量少穿裙装、 多穿裤子。

门诊医生 李胜利

时尚穿戴
莫损健康

年轻人长期用电脑 当心“老年斑”找上你

使用美妆蛋
多清洗勤更换

冬日暖妆
添靓丽

近年来， 美妆蛋成为比较流
行的女性化妆工具之一， 它使用简

单， 妆感非常通透， 是塑造完美裸妆的
不二工具， 比平常用手或者刷子上妆要自
然许多。 在这里， 需要提醒使用美妆蛋的广
大女性， 平时一定要注意清洗美妆蛋，
不然容易滋生细菌， 伤害皮肤。 下

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妆蛋的使
用和清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