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普活动为市民答疑

每天敷面膜护肤效果佳？未必

�“有皮肤科医生说，（有患者

问） 一周到底敷多少片面膜适合？

这等同于问他们（医生）一天抽多

少根烟好……”日前，广东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主办“安安有约———食

药科普大讲堂活动”， 邀请清华大

学化工博士黄焱（网名“三亩大

叔”）给大家科普如何正确护肤。黄

焱建议市民，一周敷面膜不要超过

两次。

信息时报记者 张秀丽

实习生 黄银虹 通讯员 粤药监

赛不赢岁月

赢闺蜜就行

很多人把皮肤分为十多种类

别，黄焱认为，这太复杂，普通人难

以分辨。 如果皮肤用什么都不刺

痛，就不是敏感皮。 至于油皮还是

干皮，黄焱说，“洗完脸后如果半小

时后不紧绷了，那应该是中性皮或

油皮，否则应该是干皮。 ”

黄焱说，护肤品的使用要因人

而异，很多人“种草”的产品，并非

适用于每个人。 有的人大干皮，喜

欢用质地比较厚重的产品，但如果

把它推荐给油皮的人，对方可能会

长痘。“很多大品牌

（产品）

控油非

常有名，但这并不适用于干皮

（的

人）

。 如果干皮持续用，会加剧红血

丝或者干燥。 ”

另外，他强调，很多人觉得护

肤目标应该是回到 20 岁的状态，

这个目标是不切实际的，但如果比

闺蜜老得慢，这是非常可行的。

敷面膜保养、 拯救皮肤状

态是很多女性的选择， 甚至有

明星自称一天要敷几次面膜。

对此， 黄焱表示忧心：“有皮肤

科医生说，

（有患者问）

一周到

底敷多少片面膜适合？ 这等同

于问他们

（医生）

一天抽多少根

烟好。 ”

敷完面膜后， 许多人会觉

得自己被“补水”了。他解释称，

这是因为角质层含水量提高

后，光线的透过率大大增加，外

界光线更容易透过皮肤表层，

从而使皮肤显得通透细滑。 同

时， 底层血液的颜色也更容易

“透出来”， 因此皮肤会显得白

里透红。

值得注意的是， 角质层就

像一堵旧式的砖墙， 突然被大

量的水长时间浸泡， 很容易变

得松散， 甚至出现漏洞。 黄焱

说： “如果短时间内频繁敷面

膜

（比如一周两次以上 ）

， 对

皮肤来说就是一个长期的、 过

量的刺激， 很容易引发泛红、

瘙痒甚至过敏等问题。” 他直

言， 更严重的情况是， 如果皮

肤长时间处于这种脆弱不稳定

的状态， 过分依赖外界水分，

保水能力越来越差， 皮肤变得

更加干燥， 容易出现皮脂腺分

泌异常、 脱皮、 爆痘等。 因

此， 他推荐市民， 一周敷面膜

不要超过两次。

皮肤需频繁彻底清洁？

每天都要敷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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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需彻底清洁， 否则毛

孔会堵塞？ 黄焱说，这是谣言。

人类皮肤最大的伤害来自日光

和清洁。他认为，皮肤无需频繁

清洁， 皮肤是一个屏障器官，

99%的清洁都可以通过温水来

处理。“人的皮肤并没有为这种

频繁的清洁做好准备。

（频繁的

清洁）

会造成皮肤本身屏障能

力的下降， 外界有害物质就会

进入皮肤深层， 造成后续更多

的皮肤问题。 ”黄焱提醒，不要

过度依赖清洁产品。 如果洗完

脸以后，脸略微有点油感，这就

是好的清洁， 如果洗得脸有点

紧绷，那就是过度清洁了。

大家经常把皮肤“清洁”与

“控油”联系在一起。黄焱说，实

际上， 强力清洁的确能够短暂

地把面部油脂去除， 但是这没

有解决根本问题。 控油仍需其

他的解决手段。

黄焱提醒大家， 在三种情

况下必须注意保湿：洗脸后、在

空调和暖气房间时、 季节变化

时。 保湿跟补水经常被混到一

起， 黄焱说：“其实皮肤不需要

补水，皮肤深层 70%、80%都是

水， 表层的水也可以通过深层

来提供。 ”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秀丽 通

讯员 朱健 高龙）

冬季气温骤然变

冷，脑动脉瘤破裂的几率会增大，

高危人群若出现症状应及时就

诊。广东省二医神经外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孙晓辉博士提醒， 脑动

脉瘤破裂引起的大量出血可能直

接导致脑死亡， 这是神经外科的

急重症疾病。

这个病到底有多急？据相关数

据统计， 脑动脉瘤一旦破裂出血，

第一次出血的死亡率为20%~40%；

如果治疗不及时，随时可能第二次

出血， 这时的死亡率在60%~80%。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 孙晓辉解

释，“主要是因为脑动脉瘤较小且

没有破裂时，几乎没有症状，由于

缺乏前期症状，一般人很少意识到

是否得了脑动脉瘤，来的时候就晚

了。 ”

其实， 脑动脉瘤并非传统意

义上理解的肿瘤， 而是脑动脉壁

先天性缺陷或血管腔内压力增

高， 在血流不断冲击的情况下，

血管壁出现了气球的隆起。 “打

个比方， 脑动脉好比自行车的轮

胎， 轮胎上鼓出一个包， 一破裂

就会爆胎。 血管壁变薄后鼓出小

包是最常见的脑动脉瘤， 如果不

小心预防， 也有可能会破裂。”

孙晓辉说。

孙晓辉还表示，一般来说，大

多数先天颅内动脉瘤患者可终生

安然无恙，是一种良性疾病，通过

CTA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后，完全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没有任

何后遗症。 治疗上，现在的主流方

法是通过微创的介入治疗免开

颅，这已是比较成熟的治疗手段，

恢复快，效果佳。 而且动脉瘤出现

破裂的概率整体上不高， 不必盲

目恐慌。

冬季脑动脉瘤破裂高发，或引起大量出血致脑死亡

40岁以上高危人群请及时筛查

如果属于高血压、吸烟、家族史等

脑动脉瘤高风险人群， 孙晓辉建议，应

该定期接受检查，科学预防动脉瘤。“脑

动脉瘤增大、 少量出血可出现头痛、脖

子发硬等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头

痛、呕吐、头晕、重影、眼球上后部疼痛

等症状，需警惕是脑动脉瘤，应及时到

医院就诊，以免错失最佳治疗时机。 ”

孙晓辉特别提醒，冬季是脑动脉瘤

破裂多发期，因天气骤然变冷，血管收

缩引起血压突然升高，脑动脉瘤破裂的

几率增大， 应避免受寒及情绪激动，以

免诱发血压大幅波动。 对于 40 岁以上

的高危人群， 有条件的可以做血管筛

查。

医生提醒

高危人群

有条件可做血管筛查

粤语同粤剧

时下好多后生仔都中意传统文化， 比如粤

剧。 有人觉得粤剧无非就系“查笃撑”做大戏，但

其实粤剧文化对广州人影响好大，我哋日常讲嘅

广州话都有唔少粤剧元素。

点解咁讲？因为粤语里边好多词汇都出自粤

剧。

最常用嘅“六国大封相”，指人多场面混乱或

者情况复杂，呢句说话就系来自粤剧。 做错嘢又

或者犯禁忌，我哋称之为“撞板”。 呢个“板”就系

粤曲里边嘅 “叮板”，老倌唱错 “板”就系 “撞板 ”

啰。 又譬如“爆棚”，依家大家都知佢系指人山人

海场面火爆嘅意思。呢个“棚”又系出自粤剧戏班

嘅“戏棚”。 睇戏嘅观众太多，将“戏棚”逼到“爆”，

所以就有咗“爆棚”嘅讲法。 再到我哋成日用嘅

“顶栊 ”，喺广州话里边系“最多”“俾到尽 ”嘅意

思。 呢个“栊”又同粤剧有关。 以前西关啲戏院只

有地下一层堂屋，台下两排座位，中间系过道，入

口就喺最外边。 呢个入口系个木栊门，两边用圆

木做门闸，用来挡住外边嘅人。 睇戏嘅人多到要

贴住呢个木栊门嘅时候，就系“顶栊”喇。

所以话，广州话里边有好多用语都兜唔开粤

剧，甚至“冬前腊鸭”“头崩额裂”“阴阴湿湿”呢啲

词语，都同粤剧曲韵有关。 有人话，粤语九声，本

身就系唱歌。 粤语同粤曲，都可算系“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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