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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水嫩皮肤!!!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拥有水嫩的

肌肤让人羡慕" 于是!补水成为女人

永恒的话题"然而!人们却不知道!皮

肤是人体重要的排泄器官之一!让它

来吸收水分可以说难上加难" 所以!

与其一掷千金购买补水产品!不如做

好#保水$功课%

皮肤主排泄不主吸收

很多人都知道肾脏是排泄器

官! 体内的毒素及多余的水分均依

靠肾脏排出体外" 一旦肾脏功能出

现问题!毒素排不出体外!就会危及

人的生命" 其实!担负人体毒素排泄

任务的并不只肾脏一个器官! 人体

最大的器官&&&皮肤也担负相当部

分的毒素排泄任务! 因而被称为第

二肾脏%

皮肤排泄是依赖汗腺进行的 !

体内的毒素 '盐分和废物通过汗腺

排出体外 " 汗腺呈管状 !从真皮较

深层开始 ! 经过一条长而窄的导

管!与皮肤表层相连 " 汗腺又可分

为两类 !一类是专门分泌水分和水

溶性物质 ! 它具有调解体温的作

用(另一类则分布于手臂 '胸部 !水

分 '盐 '脂肪体和细胞的排泄物从

这里排出% 皮肤的排泄功能不仅能

减轻肾脏的压力 !同时也起到了对

人体体温的调节和皮肤皮脂膜形

成的作用% 因此!保持汗腺的畅通!

对拥有一身好皮肤至关重要% 而要

让担负排泄功能的皮肤来吸收水

分则是很难的%

面膜补水效果短暂

有些女性读者会问)*我刚敷完

补水面膜时会感觉皮肤水润多了 !

怎么说皮肤补水没有效果呢+ $敷面

膜补水!脸会感到水润!不过非常短

暂! 因为面膜中的确有少量水分渗

透进皮肤细胞中!但一停止敷面膜!

这种渗透进去的水分很快就蒸发

了!效果不持久% 如果你将脸泡在水

中一段时间!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这

是因为当把皮肤细胞浸泡在清水

中! 细胞内液体的渗透压要高过清

水! 水会从低渗透压处流下高渗透

压处% 但这种流进去的水分是无法

停留的!所以说!这种通过皮肤补水

的效果会很短暂%

通过皮肤补水唯一比较有效的

途径就是注射透明质酸% 透明质酸

存在于人体的结缔组织和肌肤的真

皮层网状组织中! 是肌肤基质的主

要成分之一% 它所发挥的最重要功

能就是保水作用% 婴儿肌肤中的透

明质酸含量最高! 所以肌肤柔嫩程

度堪比白煮蛋% 随着年龄的增长!透

明质酸含量日渐减少! 肌肤逐渐丧

失弹性光泽% 通过向皮肤注射透明

质酸确实可以达到把水分长时间保

存在皮肤中的效果% 不过!注射透明

质酸价格较昂贵!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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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左右

需要重新注射%

喝水补水配合面霜保水

不想注射透明质酸的女性如何

才能拥有水润皮肤+ 外补不行!但可

以内补!就是说要多喝水!身体不缺

水!皮肤才不缺水% 在温热环境里生

活的居民!每天至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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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水!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7

杯水%

此外!在皮肤这个环节!要做好

*保水$功课%可以涂一些含硅油等大

分子成分的面霜!这些大分子物质可

以在我们的面部织一张*网$!起到隔

离的作用!使得皮肤细胞中的水分既

不会被蒸发走!又不影响皮肤细胞的

呼吸!使皮肤保持水润充盈!也就是

我们俗称的*保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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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让你做个"无味之人#$

狐臭恼人"专家支招!!!

盛夏 !汗如雨下 !来自腋下的

臭味也越来越浓烈 % 各种各样的

芳香剂 '香水齐齐上阵 !可还是

遮 盖 不 住 狐 臭 那 股 特 殊 的 *骚

味 $ % 但凡闻到这股味道 !人们莫

不掩鼻蹙眉 !避而远之 % 而散发

这股味道的人 !更是尴尬 !恨不

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 狐臭患者因

为怕被人嫌弃 !往往不敢和别人

近距离接触 !从而导致社会交往

障碍 !给患者带来了沉重的心理

负担 % 但实际上 !狐臭并不是去

除不了的 !轻度的狐臭可使用局

部 外 用 药 控 制 ! 重 度 狐 臭 用 激

光 '电针及手术治疗可以减轻甚

至根治 %

狐臭往往来自于遗传

狐臭又称为腋臭'臭汗症等!是

因位居腋部的大汗腺排出大量的汗

液 ! 在与皮肤表面的细菌接触后 !

产生许多不饱和脂肪酸所致! 因和

狐狸的气味相似 ! 所以常称为狐

臭% 狐臭往往来自于遗传% 如果家

族里特别是直系亲属有这样的病

史! 则孩子的发病率比较高% 狐臭

虽然不是什么大病 ! 也不影响健

康! 但因为狐臭的气味难闻! 许多

年轻人常常为此而背上沉重的包袱

并产生自卑感%

狐臭目前尚无严格的分型!一般

可根据身边人闻到气味的程度分轻

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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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出汗多才能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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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度)靠近患者可以闻到!但气味不浓

烈(

23

重度)只要靠近患者就可闻到

浓烈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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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前不宜手术干预

专家指出 !一般轻度的狐臭患

者不必手术干预 !平时保持腋下干

燥 '少出汗 !或用些止汗剂或香水

遮盖味道 !但对一些皮肤敏感的患

者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 !而且效果

不会很持久! 一般需要每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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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才能掩盖异味 % 此外 !还有一种

局部打针的方法 !局部注射一种药

物将大汗腺封闭 !打一次能维持半

年左右!简单方便!也不影响活动 !

但药物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尚

不得而知%

对于重度的狐臭患者! 则通常

采用激光'电针治疗以及微创手术!

均可达到根治的目的% 不过!因为大

汗腺发育成熟往往要到二十四五

岁!在此之前则不宜手术治疗!以免

效果不佳%

重度狐臭有去除办法

据介绍 !对重度狐臭的治疗一

般分为激光治疗 '电针治疗和微创

手术三类 % 前两者的原理相似 !即

运用激光光束或电针烧灼毛孔和

汗腺 !使其封闭 % 该方法相比其他

方法 !伤口小而浅 !愈合快 !瘢痕

小 ! 手术后仍有部分汗腺保留 !腋

窝可以正常出汗 % 但有些人腋毛

多 '毛孔密 !激光或电针治疗往往

一次不能令人满意 !常常需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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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手术也是重度狐臭患者可以选

择的一种治疗方法% 和以前相比!现

在的微创手术切口很小!在腋下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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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切口!在皮下将大汗腺刮除

干净!然后将伤口缝合% 但该方法皮

下伤口较大!处理不当容易形成血肿

或坏死%另外!该方法不够直观!不容

易将大汗腺刮除干净% 郭庆表示!无

论哪种方法都将破坏毛囊!使腋毛不

再生长%

提醒

手术一定要选择正规医院的医

生做!否则可能会因医生技术不熟练

导致臂丛神经受损! 影响上肢运动"

术后
;8!:

天内注意手臂不要活动#

出汗太多!不要湿水!伤口一旦感染

会导致愈合慢! 还可能有疤痕增生"

医生建议!在天冷的时候做手术或做

完手术后待在空调房对伤口恢复比

较有利" !宋导"

呵护女性盆底
提升生活质量

您是否感到惊讶! 大约
9:<

的中老年女性患有不同程度的尿

失禁等排尿问题! 还有一些女性

随着她们年龄的增长时常感到盆

腔下坠感! 好像有东西从阴道里

掉出来一样!这可能就是子宫'膀

胱'直肠等盆底器官脱垂的症状%

无论尿失禁还是盆底器官脱垂都

是女性盆底功能障碍的表现!这

些并不是女性年龄增长后必然会

出现的正常现象%

剖宫产后也会尿失禁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源于妊娠

和分娩!这是女性为了人类的繁

衍而做出的牺牲% 怀胎十月!随

着子宫的逐渐增大! 女性的盆底

组织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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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在妊娠期可发生

不同程度的尿失禁!表现为呕吐'

咳嗽或打喷嚏时发生不自主的漏

尿% 这种尿失禁可以延续到分娩

以后! 甚至终身% 另一些女性在

分娩后才出现尿失禁的现象% 研

究表明) 初产后没有尿失禁的女

性!产后
9

年尿失禁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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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产后
2

个月内发生尿失禁的

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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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9

年后仍然存在

尿失禁% 这种妊娠期尿失禁与分

娩方式的关系不大! 即使是选择

性剖宫产分娩也可在产后发生尿

失禁%

盆底肌肉训练是首选

产后早期的盆底肌肉训练!

能显著改善加强盆底肌肉的收缩

功能!改善尿失禁的症状%有些医

院的妇产科建有产后盆底功能评

估康复系统% 该系统综合了以盆

底三维超声检查为基础的解剖评

估及以盆底肌电图检测为基础的

功能评估! 对产后盆底进行全面

系统地评估! 并指导产后康复训

练! 从发病根源入手开展防治工

作!达到了满意的社会效应%

但许多女性只有在随年龄增

长出现严重的漏尿症状! 或盆底

器官脱垂造成排尿'排便困难!严

重影响生活质量时才更多地关注

于此%一般而言!发生了尿失禁或

者盆底器官脱垂后! 首先采取的

治疗措施是盆底肌肉训练! 俗称

缩肛运动%患者通过自主的'反复

的盆底肌肉群收缩和舒张! 增强

支持尿道'膀胱'子宫和直肠的盆

底肌张力'增加尿道阻力'恢复松

弛的盆底肌! 达到预防和治疗女

性尿失禁和盆腔器官脱垂的目

的% 因其简单易行'无痛苦'损伤

小'风险低而作为轻'中度女性尿

失禁初次治疗的首选方案%另外!

在医院专业人员指导下的生物反

馈训练能增加盆底训练的效果%

手术保护功能与子宫

当保守治疗无效时!可采取

手术治疗的方法%盆底重建手术

可经阴道或经腹,传统术式或腹

腔镜下-施行%手术之前!患者需

要进行一系列全面的检查以做

出正确的诊断% 手术时!医生会

重建脱垂器官的位置!加强周围

组织和韧带%有时也会使用一种

特殊的合成材料以替代已经受

损的盆底结缔组织% 目前!多采

用新型盆底重建手术将特殊设

计的软性合成网片植入盆底!以

重聚盆底的支撑力%合成网片的

植入被设计成一种微创技术!并

能保留子宫%

总之! 女性尿失禁和盆底器

官脱垂十分常见! 并且是可以治

疗的% 通过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有

助于减轻症状! 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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