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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甜点就皮肤泛黄、
喝过奶茶就面带细纹？过
多的糖分摄入导致肤质变
化，如何护肤才能实现“糖
分自由”？

近日，记者在某销售平
台看到了一款号称能够有
效阻碍皮肤糖化 的 面 膜 。
宣 传 称 含 有 Orimos 抗 糖
化成分，抵御肌肤糖化率
高达 91%，阻碍糖分生成、
修护肌肤屏障、唤醒肌肤
活力一气呵成……如此神
奇的抗糖面膜真的能延缓
皮肤糖化吗？记者专访皮
肤科专家对此作出解答。

皮肤的糖化就像
“烤面包”

据了解，皮肤糖化是指
人体对于糖分过度摄入，糖
分没有被及时消耗、代谢完
全，剩余的糖与蛋白质相互
作用进行的糖基化反应，两
者之间不需要经过酶促反
应就能直接发生，可以导致
皮肤泛黄、起包、粗糙、细
纹、皮肤暗淡、无弹性、衰老
等。

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
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
乐栋笑道：“皮肤糖化的原
理其实就和烤面包的本质
是类似的，是还原性的糖
和我们皮肤里面的某些蛋
白质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变
化。只不过，烤面包是美味
的，而皮肤糖化却给我们带
来了很多困扰。”

所谓的“抗糖面膜”，是
否能够帮助皮肤有效延缓
衰老？

“皮肤糖化在皮肤衰老

的过程中起到了多大的作
用，这在医学界尚缺乏完全
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糖化在
皮肤的老化过程中并不起
决定性作用。”孙乐栋表示，
一方面，影响皮肤糖化、衰
老的因素有很多，日晒、抽
烟、油炸食品等都会影响皮
肤糖化的水平，寄希望于抗
糖化来延缓皮肤衰老是不
现实的；另一方面，“抗糖面
膜”中含有的很多宣称能够
抗糖化的成分，都是在体外
培养皿或动物实验取得一
定效果，但仍缺乏系统性的
临床验证，并不能保证其有
效性。

防晒是“抗糖化”
的重中之重

“从给皮肤抗糖化的角
度来讲，我们不推荐任何面
膜，这一功效更多的是商家
炒作的噱头。”孙乐栋说道，
防止皮肤糖化、衰老要从日
常生活中入手。

“防止皮肤糖化、衰老，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晒。”
据介绍，阳光中的紫外线会
促进皮肤中糖基化终产物
的形成，是经过研究证明
的，对面部皮肤进行有效的
防晒，对防止皮肤老化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抽烟也可以加速糖基
化终产物的形成，二手烟与
之相比影响更甚。”孙乐栋
说道，日常生活中含油量较
高的食品也会促进该物质
的产生。

因此，做好防晒、健康
饮食，是抵抗皮肤糖化、减
缓皮肤衰老更有效的方法。

绿茶？现如今这个在网
络上含有多重隐喻的词语并
不太受女生欢迎，但是绿茶
水疗法却实实在在是女生们
简单高效护肤的一个秘籍。
近日，广州医科大学皮肤病
研究所副所长朱慧兰就向记
者介绍了这个“绿茶水疗
法”：“不少皮肤粗糙、色斑暗
沉、有黄褐斑等困扰的女性，
使用这个方法护肤后，均获
得了很好的效果，皮肤问题
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绿茶水疗法”到底是如
何操作的呢？朱慧兰说，其
实很简单，核心就是用绿茶
水敷面。具体操作如下：

第一步：先用纱布将 20
克（相当于三个一元钱币的
重量）的绿茶叶包裹好，包
裹成团后放入茶壶中，再用
一升 90℃的纯净水冲泡。
泡好后滤出茶水，要避光静
置30分钟，等它凉了放入冰
箱冷藏后才能使用。记住不
能用超过24小时的绿茶水，
以免细菌污染。

第二步：先清洁皮肤，用
干净的纯棉毛巾或6~8层纱
布浸透绿茶水，拧干毛巾或
纱布，以不滴水为宜。将毛

巾紧贴于患处或全脸，每次
约 15~20 分钟，注意时间不
要过长，避免皮肤过度水
合，损坏角质层。每5~10分
钟更换一次绿茶湿敷的纱
布，使用次数越多，疗效越
显著。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
湿敷，可以用棉签蘸取绿茶
水，或将其装入小喷瓶中喷
在全脸。但不建议使用化妆
棉或一次性面膜纸来蘸取绿
茶水敷面，以免这些材质导
致过敏。

第三步：敷完了绿茶水，
皮肤有点干燥怎么办？其实
这是正常现象。朱慧兰建
议，敷完后用清水清洗，再
涂上保湿乳，皮肤就不会干
燥了。

朱慧兰说，已发现绿茶
水疗法在辅助治疗痤疮、玫
瑰痤疮、脂溢性皮炎、日晒
伤、光老化、黄褐斑、炎症后
色素沉着、接触性皮炎、湿
疹等疾病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主要是因为绿茶含有丰
富的天然活性物质——茶多
酚。这个成分具有抗氧化、
抗衰老、抗过敏、抗辐射、抗
菌消炎、美容保健、修复皮
肤屏障等作用。

防疫碰上夏季炎热，长期佩戴口
罩难免引发一些皮肤问题，不少人的
脸成了“口罩脸”：有压痕、长期压痕
后的色素沉着、红肿瘙痒、干燥、擦伤
或破溃等。近期又正值皮肤敏感的
高发季，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院皮
肤科主任雷水生分享几个护肤建议，
帮您远离“口罩脸”。

皮肤干燥？清爽保湿

雷水生介绍，夏季戴口罩时，在
口罩接触的皮肤部位，由鼻腔和口腔
呼出来的气体不能快速蒸发，局部皮
肤温度和湿度升高，皮肤呈现潮湿状
态，像敷面膜过久一样。这就容易使
得皮肤角质层肿胀，破坏细胞屏障，
影响皮肤锁水，从而导致皮肤干燥。

因此建议在戴口罩前后涂抹保
湿润肤乳，保护皮肤屏障。炎热的夏
季不太适合涂抹质地过于厚重、油腻
的保湿产品，应选择清爽的产品，以
免影响皮肤呼吸。

皮肤擦伤？调整口罩

口罩边缘反复压迫同一区域皮
肤，尤其是在鼻部、颧部、耳廓后等皮
下脂肪组织不丰富的部位，就容易出
现皮肤擦伤或破溃。

雷水生建议佩戴松紧合适的口
罩。轻度压痕不需要治疗，但同时应
保持皮肤清洁和湿润，防止肌肤再次
受到摩擦；局部淤血、皮下出血或者
皮肤出现破溃、糜烂，可外用百多邦、
夫西地酸等药物预防感染。出现严

重感染，居家无法处理情况下请及时
去皮肤科就诊。

皮肤过敏？留意材质

过敏体质的人可能对口罩材质
过敏，接触口罩的部位及附近皮肤会
出现红斑、红丘疹，并伴有瘙痒，严重
者可能会出现水肿、水疱、渗液。

雷水生建议先仔细阅读口罩说
明书，避免与过敏成分接触，必要时
及时更换其他材质的口罩，或者在口
罩内部添加一层柔软的纯棉材质布。

皮疹较轻可在停用致敏口罩3-5
天后自行改善，若皮疹较重可口服抗
组胺药，外用糖皮质激素药膏等，如
仍未改善或继续恶化，请到皮肤科就
诊，请专科医生指导。

拯救“口罩脸”，护肤有技巧 文/羊城晚报记者 刘欣宇 通讯员 王葳

抗糖

祛斑

战痘

湿疹

修复
屏障

图/视觉中国

本期目标：医学美容中心 解密地点：南方医科大学珠江新城医学美容中心

（Q：羊城晚报 A：南方医科
大学皮肤病医院院长杨斌教授）

Q:目前在医美行业，冲动消
费会导致哪些问题？

A：近年来，医美消费“抗衰”
“无创”等大热。像瘦脸除皱、美
白嫩肤、注射美肤、去疤除痘等
排在医美项目的前列。我们医
院医学美容部每年为近 10 万损
容性皮肤病患者和求美者提供
激光美容、微整与面部年轻化、
整形美容等医疗服务。在接诊
的患者中，我们发现不少患者在
其他医疗机构做医美项目时，往
往是冲动消费，导致的皮肤问题
层出不穷。第一类就是光电治
疗能量过大，导致色素沉着；第

二类是过度治疗，像上述案例李
佳的情况就是此类，破坏了皮肤
屏障，引起敏感皮肤问题；第三
类是由操作失误或不规范造成
一定的伤害后果，比如肉芽肿皮
炎，严重时可引起失明、鼻头溃
烂等。而这些情况处理起来比
较棘手。

Q：如何理性对待医美消费？
A：近年来，医美行业过热过

快地发展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作为一家三甲公立医院的医美
平台，我们坚持“先医后美”的理
念，医疗在先，美容在后。先由
专业的皮肤科医生了解患者的
皮肤状况，制定专业处方，在解
决皮肤问题的同时关注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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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医美消费“抗
衰”“无创”等
大热。怎样
理性对待医
美消费？专
家表示，要避
免冲动消费。

26 岁的李佳（化名）戴
着帽子、墨镜和口罩，走进
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新城医
学美容中心。进入诊室后，
他问：“医生，你看我这脸还
能恢复吗？”当南方医科大
学皮肤病医院院长杨斌教授
看到李佳这张脸时，被吓了
一跳：“满脸的红色皮疹，好
像还有很多针孔。”

原来，李佳有痤疮和毛
孔粗大的烦恼，他在一家整
形美容机构一天之内做了黄
金微针、点阵激光和果酸焕
肤三个项目。“他们说敷了
麻药，三个项目可以在一天
内完成，还说绝对没有问

题。”万万没有想到，三周过
去了，还是没有恢复。

“很显然，做那么多项
目，皮肤耐受不了，你的皮肤
屏障功能受损了。我们在临
床上，经常遇到这类情况患
者，面部出现片状或弥漫性
泛红、红斑等，还伴有灼热、
刺痛、瘙痒、干燥、紧绷感等
症状。”杨斌详细讲解。

随后，专家给予其抗炎、
保湿、凝胶冷敷以及使用具
有修复作用的功效性护肤品
等治疗方案，并且叮嘱李佳
千万不要再刺激面部皮肤：

“此时最重要的就是皮肤屏
障的修复，需要一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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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谢伽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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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之交易唇炎，
脾虚湿疹怎么办？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沈中

医案 小张，35岁，唇炎两年余

小张是北方人，五年前
来到广州生活，从此就爱上
了广东的老火靓汤，稍有不
适都喜欢喝汤解决。3年前
小张检查出子宫肌瘤，手术
治疗后身体逐渐恢复，但经
常出现胃脘部胀满、嗳气等
不适。2年前又开始出现嘴
唇红肿，瘙痒起皮。起初以
为是因天气干燥，但每天涂
三四次润唇膏，效果都不理
想。自从去年秋冬以来，小

张唇部瘙痒越来越严重，在
某医院皮肤科诊断为唇炎，
外涂药膏后效果不错，但一
停用又反复，不到半个月，嘴
唇又反复红肿瘙痒。今年立
春以来四肢及躯干上也长了
皮疹，部分还有渗液，瘙痒难
忍，皮肤常被抓破。还经常
觉得胃脘部胀满，大便偏烂，
稍不注意就出现腹泻、手脚
冰凉等不适，于是来广东省
中医院找德叔求治。

德叔认为小张的主要问
题出在脾。中医认为脾开窍
于口，其华在唇。《素问·五藏
生成》曰：“脾之合肉也，其荣
唇也。”脾的运转正常，则口
唇肌肉得以濡养。当脾虚运
化失常，加之岭南地区春湿
盛，内湿与外湿相聚，湿浊内
生上泛则唇部肿胀；脾虚则
气血生化之源匮乏，唇失所
养就易出现唇部瘙痒；脾虚

则血虚，血虚易生风，四肢及
躯干起湿疹；脾虚而运化无
力，水湿不化则出现胃脘部
胀满、易腹泻等不适。治疗
上，德叔以健脾化湿为主，佐
以祛风止痒。小张服中药一
周后，嘴唇肿胀、瘙痒等明显
缓解。随后加大补气健脾，
至今已有 2 个月，唇炎未发
作，且胃脘部胀满、大便烂等
症状明显缓解。

德叔解谜 内湿与外湿相聚

小满节气，雨水增多，天
气闷热潮湿，生活在岭南地
区的人们经常会觉得“湿气
重”，祛湿药膳便出现在餐
桌上 。 但德叔强调 ，祛湿
也要因人而异。尤其是小
张 这 类 因 脾 虚 而 出 现 唇
炎、湿疹的人，不宜选择冬
瓜、苦瓜、茯苓、薏苡仁等

利水渗湿之品 ，而应选用
陈皮、砂仁、芡实等健脾化
湿之品祛湿。

若唇部肿胀、瘙痒难忍，
可用薄荷10克，白花蛇舌草
15克，煎煮约30分钟。用棉
签蘸取药汁，反复涂抹唇部，
每天 1-2 次，可起祛湿止痒
消肿之效。

预防保健 妙用祛湿药膳，中药外涂止痒

材料：猪瘦肉 350 克，莲
藕（鲜品）100 克，木棉花 20
克，陈皮 5 克，芡实 50 克，生
姜 3-5 片，精盐适量。

功效：补气健脾化湿。
烹制方法：将诸物洗净，

猪瘦肉切块放入沸水中焯水
备用；上述食材一起放入瓦
煲，放入清水约 1750 毫升，武
火煮沸后改为文火煲 1.5 小
时 ，放 入 适 量 精 盐 调 味 即
可。此为 2-3 人量。

德叔养生药膳房 木棉花陈皮煲瘦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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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美大热，怎样“先医后美”？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保护着我们
机体各种器官免受各种外界因素的侵袭。
然而我们对皮肤的正确认知有多少？是否

科学而恰到好处地爱护皮肤？5月25日是
由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倡议并设立的

“5·25护肤日”。本期健康周刊，带你从医

学角度，重新认识科学护肤。爱自己，从保
护皮肤屏障开始。

（林清清）

爱自己，从科学护肤开始

“抗糖化面膜”能延缓肌肤衰老?
专家：营销噱头！ 文/羊城晚报记者 薛仁政 通讯员 江赟

“绿茶水疗法”！
简单护肤亦高效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杨上上

祛斑先识斑，辨证治斑方法多 文/羊城晚报记者陈辉 通讯员 刘庆钧

每个女人都想拥有无斑冰雪肌，目
前市场上出现了各种祛斑手段，包括激
光祛斑、果酸焕肤、淡斑面膜等。广州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陈楚
敏医师建议，祛斑先从认识色斑开始。

斑有多种，你知道吗？

色斑是指色素沉着性斑。色斑
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跟遗传、紫
外线、激素变化、药物、化妆品使用、
某些疾病等相关。

“色斑”是一个泛称，比较常见的
有雀斑、黄褐斑、褐青色痣、太田痣、
咖啡斑等。

【雀斑】多为遗传性的色斑，一般
分布在鼻子和两颊，斑呈浅褐色或者
暗褐色，主要形状为圆形、卵圆形或者
呈不规则的形状散布在脸部。

【黄褐斑】多与身体的内分泌有关，
尤其是和女性的雌激素水平有关，因此
月经不调、服用避孕药、肝功能受损等
都会造成黄褐班的出现，而紫外线和精
神压力也会加重黄褐斑的颜色。

【褐青色痣】是颧部对称分布的
黑灰色斑点状色素沉着，好发于颧

部、颞部，多对称分布，无自觉症状。
【太田痣】称眼上腭部褐青色痣，

多发生于一侧面部，呈褐色、青灰至
青蓝色的斑片或斑点。

【咖啡斑】为界限清楚的色素沉
着斑，损害为散在分布，形状、数目不
一的淡褐色斑。

防治色斑，防晒第一

该如何防治色斑？陈楚敏医师
建议，到正规医院皮肤科面诊并选择
合适的治疗方案至关重要。

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色斑的预防
和治疗至关重要。具体包括几方面：

①做好光防护：涂抹广谱防晒
剂，做好打伞、带帽、穿长袖衣等物理
防晒措施。

②保持规律生活方式：合理膳食，
调整作息，坚持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

③保持乐观的情绪。心情舒畅，
肝气条达，气色才会好。

④合理用药。

治疗色斑方法多

治疗色斑，激光疗法见效快、疗效

佳。如临床上常见的短脉冲二氧化碳
激光、510nm 脉冲染料激光、Q 开关
Nd:YAG激光和Q开关红宝石激光等
具有破坏真皮上部的黑素颗粒作用，
用于治疗色素沉着性皮肤病。当然，
激光疗法有其适应症和禁忌症，对于
孕妇、瘢痕体质、患有对光敏感疾病等
特殊人群不宜使用，临床需听从医生
的意见。

用药方面，临床医师会根据患者
情况酌情选用适合的方法，如系统应
用抗氧化剂（如 维 生 素 C、谷 胱 甘
肽）、氨甲环酸、甘草酸苷等或外用氢
醌、熊果苷、果酸等药物。

中医中药祛除色斑，多采用疏肝
理气、健脾补肾、活血化瘀类药物，临
床需要辨证论治。以黄褐斑为例，肝
郁气滞证治疗上应疏肝解郁、调理气
血，方用逍遥散、柴胡疏肝散加减；气
滞血瘀证应疏肝理气、化瘀通络，方
选桃红四物汤加减；脾虚湿蕴证治宜
健脾益气、祛湿消斑，方选参苓白术
散加减等。外用疗法上，中药可予用
七白散或积雪草、白芷、薏苡仁等中
药磨粉制成膏霜剂外用或敷面。

长痘不止“青春期”？
全年龄“战痘”！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查冠琳

只有年轻人才会有“青春
痘”？现代生活场景下，许多
人发现年过三十的自己也有
这个“青春的烦恼”。广东省
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闫玉
红表示，皮肤状态反映出身体
状况，“青春痘”“成年痘”，甚
至长在不同区域的痘，都有不
同方法来处理。

“青春痘”“成年痘”，
有何不同？

常被称作“青春痘”的痤
疮，其实是皮肤毛囊和皮脂腺
发炎的一种表现。闫玉红表
示，在中医看来，“湿热”是造
成痤疮的重要原因之一，湿热
邪气积存在体内不能通过正
常的渠道排泄，就会通过皮肤
腠理这个“排污口”排出，形成
痘痘。

青春期的年轻人确实是痤
疮的主力军。很多孩子一进
入青春期就开始长痘，主要是
因为青春期皮脂腺和毛囊分
泌的油脂特别多，容易堵塞毛
孔造成炎症，就变成了痤疮；
而如果年过三十还总被“成年
痘”困扰，则往往与压力过大、
睡眠不足、脾胃不好、肌表不
透有关。

成年人“战痘”，“配
方”不同！

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过
了青春期却还一直受到痘痘
困扰。闫玉红表示，这其实与
内分泌有关。

“具体来说，就是跟压力
相关。当睡眠差、抵抗力差
时，再加上一些湿热的外环
境，就容易长痘。”闫玉红表
示，这种“成人痘”以毛囊炎为
主，尤其是糠秕孢子菌性毛囊
炎，常见于耳后下颌以及前
胸、后背等部位，通常是有脓
头的大结节。需要进行特异
性治疗，包括中药全身调理。

“成年人长痘的体质特
点，与年轻人不太一样。”闫玉

红表示，“一般青春期的痘痘，
是以肺胃热盛、胃热肺燥为
主。而中年人长痘则以肝郁
脾虚为主，会伴随一些情绪、
睡眠的问题。所以要根据两
种不同证型来调节。”

不同部位长痘，反映
出不同身体状态？

痘痘一般以面部居多，也
会出现在前胸、后背等不同部
位。长在不同部位，是否能够
反映出身体的不同健康状态？

“在中医学说中有五脏明
堂图，而我们在临床观察上，
也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大家可
以对照着作大致判断，但具体
还要由医生结合四诊来诊断。”
闫玉红解释，比如痘长在额头，
大多是心火旺，可以用莲心麦
冬饮调理；痘在鼻翼、两颊，大
多是脾胃湿热，尤其是面颊部，
大多与胃火相关，可以喝山楂
茯苓茶调理；痘在唇周、下巴，
往往是肾火大，且多是因为熬
夜伤了肾阴，肾阴不足，肾火上
泛到面部引起的，要调理可以
常喝枸杞茶。

Tips：
夏日“战痘”，可从脾

胃入手
夏天到来，痤疮的高发季

节也来临。夏天天气炎热，皮
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而且
在夏天，人们往往更喜欢吃生
冷或刺激性食物，脾胃生痰湿
也 是 加 重 痘 痘 的 原 因 之 一 。
闫玉红表示，“战痘”可从脾胃
入手。尤其是长在面部的痘
痘 ，与 脾 胃 经 的 关 系 最 为 直
接。

闫玉红格外提醒，“战痘”
期间要注意戒糖。甜食过多
会令皮脂腺分泌旺盛，堵塞毛
孔引起炎症而诱发痤疮。此
外，不要长期涂抹激素类或消
炎药物，以免让皮肤产生依赖
性，一旦停用甚至出现严重的

“激素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