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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方

偏方 1：涂牙膏可治痘痘
太天真了，涂抹牙膏不仅无法消除痘痘，长期
使用该法，还可能引起毛囊炎。由于牙膏内的氟化
物是一种高刺激肌肤的成分，它不仅无法产生去痘
成果，可能出现越洗越严重的痘痘反应，甚至引发
敏感红疹。

偏方 2：啤酒敷脸能缩小毛孔
少作梦，对肌肤有益的酵母菌是存在于未发酵
的制品中，而啤酒是已发酵过后的成品，两者绝不
能混为一谈，尤其啤酒内含大量酒精，若用来洗脸
作美容，可能会让你的毛孔没缩成，还惹了一身酒
精过敏的烦恼。

偏方 3：眼睛敷隔夜茶包消水肿
万万不可，无论是新鲜刚泡好的茶包，还是隔
夜茶包都强烈不建议用此法，茶叶中含有单宁酸，
这种物质会提高色素沉淀的机会，就像长期喝茶
者，牙齿会产生偏黄与牙垢现象。

◎这几个可试试

秘方 3：小苏打清理黑头

秘方 1：抹凡士林润唇
涂抹凡士林来预防嘴唇干燥是个不错的方法。
凡士林不会被双唇吸收，而是形成一层保湿屏障，
让双唇的水分不会蒸发散失，也使双唇不受外物侵
入。凡士林虽可滋润双唇，但它比较油腻，抹多了
会觉得嘴唇上糊了一层膜，说话很难受。建议您可
以先抹一层唇膏，然后再将凡士林轻点几滴在唇上。

秘方 2：草莓捣成浆美牙

草莓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可是天然的
美白圣品。草莓能亮白牙齿并祛除牙齿上和齿缝的
污渍，因为它里面含的苹果酸有收敛作用，能清除
牙齿色斑和牙垢，能有效帮助黑色素还原，协助美
白。把草莓捣成糨糊，然后加一点发酵粉，把它像
挤牙膏一样放在牙刷上，用牙刷将它“涂抹”在牙
齿上，“固定”5 分钟左右，然后再冲洗干净。

在洗脸的时候，在洗面奶中加入适量的小苏
打，你会发现泡泡比以往更丰富，洗的也就更干
净。长久坚持的话，黑头会慢慢变少。

秘方 4：食醋泡黄豆褪色斑
以 500 克食醋浸泡 250 克黄豆，将瓶盖密封，浸
泡 15 天左右，之后每日取 10 至 15 粒醋浸黄豆在早餐
后嚼食，对褪减脸部色斑很有功效，同时有降低胆
固醇和改善肝功能的效用。
（都女）

生活
窍门

巧法储存花生米
先将购买回的花生米晒 4-5 天，用清水淘净，再
放入 100℃的开水中浸烫，15-20 分钟后捞出，趁热
与细盐和玉米面搅拌均匀，然后再晒 2-3 天，晒到一
咬即断为宜，然后用塑料袋装起来，可长时间不发
霉、不变色、不走油；或在盛花生米的容器里放 1-2
支香烟，再将容器口密封，可防止虫蛀花生米；将晒
干的花生米装入储存罐中，然后放几片碎干辣椒片，
把口盖紧，放干燥处储存，可 1 年不变质。

看电视，旁边放盏灯
电视屏幕亮，居室暗，光线对比非常强烈，看久
了眼睛会酸胀难受，甚至引起头痛。正确的做法是：
开着一盏不太亮的灯，灯光不要直接照在电视屏幕
上，不然图像会不清晰，也不要冲着眼睛直射，而应
放在电视机的侧面或者远一些的地方。这样，电视图
像会柔和、清楚一些，眼睛也会更舒服。

重视男性健康 保护
“生命腺”
都市繁忙，三亚男性普遍生活
不规律，
久坐、
熬夜、
醉酒、
抽烟是大
部分精英的生活写照，或许是习惯
了黑白颠倒的生活，抑或许是碍于
面子，
当出现男性疾病时，
有许多人
都没有选择及时就医，这种做法有
损男性生殖健康。前列腺由于具有
外分泌、
内分泌的双重性腺、
控制排
尿、
运输四大功能，
所以也被称为男
性的
“生命腺”
。

生活不规律 疾病找上门
在三亚男科就诊的患者中，刘
先生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先生
今年32岁，
是三亚某酒吧经理，
平时
生活规律次序颠倒，
经常凌晨3点以
后入睡，加之平时上班经常需要陪
客人喝酒，使正处在人生黄金期的
刘先生得了前列腺炎，这几年可谓
是生活在被疾病折磨的阴影中。身
体遭罪不说，还差点失去相爱多年

的女友。
“主任，
你一定要帮帮我啊，
我也是没办法，我女友已经向我下
达了最后通牒，
再不恢复男性功能，
她就要离我而去了”
。
三亚男科黄主
任对于刘先生第一次就诊时大倒苦
水的一幕还依然历历在目。黄主任
仔细询问了刘先生的病情，以及体
格检查、
前列腺液检查、
尿常规化验
等一系列辅助检查，最后得出刘先
生患有前列腺炎及前列腺肥大。
据刘先生自己介绍，他刚开始
只是出现一些尿频、
尿急的症状，
当
时还以为是酒喝多了，多上几次厕
所也没啥奇怪的，
就没怎么在意。
可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越来越严
重了，
除了小便异常外，
还出现了小
腹胀痛，
男性器官疼痛等症状。
看到
身体的变化刘先生才意识到严重
性，
再也不敢怠慢了，
开始四处寻找
“神药”、
“偏方”，可“神药”、
“偏方”
药费都花了好几千了，症状却不见
好转。

随着症状的加重，大腿根和腰
部也有点酸痛。上班时人也越来越
没有精神，跟女友在一起时总感觉
力不从心，
好像打焉了一样。
身体上
的痛可以忍受，但和女友生活不和
谐最让刘先生无法忍受，因为这关
系到两个人的感情和男人的尊严。
每次跟女友一起时，还没开始
就“疲软”了，自然少不了女友的抱
怨。女友的抱怨就像刀割一样让刘
先生心痛。抱怨多了刘先生就觉得
女友是在侮辱自己，这样一来生活
中免不了要多了些争吵，感情也在
争吵中逐渐变淡，原本恩爱的一对
也即将面临劳燕分飞的结局。

及时就医 切勿耽误病情
“像刘先生就是典型的生活不
规律，平时晚睡，且每天醉酒、病情
又一拖再拖导致前列腺炎、
肥大，
进
而影响到生理功能障碍。
”

关于醉酒对前列腺疾病的影
响，
三亚男科黄主任进一步分析：
人
喝酒以后，
酒精被慢慢吸收，
进入血
液便可流向全身各个部位。前列腺
是一个对酒精十分敏感的器官，当
前列腺受到酒精的刺激后，也会兴
奋起来，
局部毛细血管迅速扩张、
充
血，
使细胞组织间液体渗出增多，
细
胞发生水肿。
血液中酒精浓度越高，
前列腺肿胀也就越重。有前列腺慢
性炎症或增生的患者平时就有尿道
压迫的情况，如尿液通过尿道时尿
流变慢变细，
尿线分叉。
被
“灌醉”
的
前列腺也会侵占更多的尿道空间，
无疑是雪上加霜，
造成排尿困难。
压
迫严重时，
就会发生急性尿潴留，
滴
尿不出。
此外，
肿胀的前列腺还压迫
和牵拉分布于前列腺包膜和前列腺
周围的神经纤维末梢，导致下腹部
疼痛等。
三亚男科黄主任说，由于三亚
生活和工作环境，
“精英们”普遍存

在久坐、
熬夜、
生活不规律、
醉酒、
抽
烟，
或者干脆黑白颠倒等现象，
造成
前列腺问题患者大幅上升。但目前
不少患者因
“面子”
问题不好意思去
正规医院就诊，反而轻信所谓“神
药”，
“ 偏方”造成很多误诊误治案
例。对此，三亚男科黄主任呼吁：治
疗男科疾病，
需到正规医院，
切勿因
“面子”
问题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另暑假期间开通生殖整形美容
绿色通道，
凡即日起至 8 月 26 日，
学
生凭学生证就诊可享受以下优惠：
1、预约免男科专家挂号费；2、韩式
微创生殖整形美容术手术费援助
200元。
热烈庆祝三亚男科
“名医堂”
成
立三周年。男科专家会诊活动进行
中……如有男科疾病方面疑问的男
性朋友可以通过三亚男科全国免费
咨询电话：4006301120，QQ 医生在
线：
4006301120咨询。 （文/小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