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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能做什么! $分钟泡不完一杯美容
茶"$分钟做不完一个补水面膜"$分钟不够化
一个精致的妆容##但是"$分钟却可以做一
次肉毒素注射美容$ 肉毒素注射美容只需要
几分钟的注射时间"就能拥有一张美丽容颜"

而且恢复期为%%&$

那么"这个$分钟就能让你变美的肉毒素
到底能解决哪些问题呢!都具有哪些优势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分析$

123456789:;<

'

据瑞韩医学美容非手术专家李科医生介
绍"肉毒素用于面部美容主要包括瘦脸和除皱
两个方面$肉毒素瘦脸的机制主要为肉毒素作
用于运动神经末梢肌肉接头处"阻断神经介质
的传递和抑制乙酰胆碱的释放"使原本肥厚的
肌肉缩小$一周即可观察到咬肌逐渐消瘦达到
%瘦脸& 效果""'&个月时可将咬肌缩小约
&%'$

肉毒素除皱主要是针对动态性皱纹"通
过阻断神经与肌肉间的神经信号传递" 从而

使脸部过度收缩的肌肉松弛" 进而使动态性
皱纹消失$ 在保持平滑且不会形成皱纹的同
时" 不会影响正常的脸部表情$ 可用于抬头
纹(眉间纹(鱼尾纹(鼻背纹(口周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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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科表示" 肉毒素注射美容之所以能受
广大爱美女性的喜爱" 主要是它具有如下优
势*

($)*+,%-./& 肉毒素注射美容
治疗避免了传统手术的创伤和可能造成的出
血+血肿(感染等风险"操作简单(副作用少,

0$1234%567&肉毒素注射后"效
果一周左右呈现"达到瘦脸或者除皱的目的,

进行肉毒素注射美容治疗可有效消除前额(

眉间(眼外眦部(颊部(口角(颈部等处的恼人
皱纹"还可雕刻小巧精致的瓜子脸型,

8$)*9:%;<;=& 肉毒素注射美
容所用时间很短"而且注射完后无需恢复期"

只需几分钟即可直接回家或去办公室上班"

让你的美丽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展现,

主食"顾名思义%主要的食物&, 然而"%主食
致肥& 的误区令众多追求骨感身材的女士将米
饭(面食等主食拒之餐桌之外,

那么"不吃主食就真的能减肥么! 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陈超刚表示"人
长胖的关键因素不是主食"而是热量摄入量大于
支出"吃够了主食之后有饱腹感"吃荤菜的量可
以少一点"反而有利控制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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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食所提供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所需热
量的主要来源, &陈超刚表示"碳水化合物是我
们身体所需的基础原料" 人在一天之中所获得
总热能的(%''$%'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如果长
期主食摄入量不足" 身体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
就不足,

陈超刚指出" 碳水化合物具有解毒功能"一
旦缺乏"血液中的有毒物质不能及时排出"就会
造成肤色黯淡(脸色难看, 而米饭以及面食的主
要成分正是碳水化合物" 它可以直接转化为热
量, 另外"米饭同大鱼大肉相比"要容易消化,

陈超刚表示"主食摄入量过少"动物性食物
摄入过多"危害更大,%因为动物脂肪在碳水化合
物不足的情况下代谢不完全"会使血液中积聚更

多的有毒废物'''酮"它能引起恶心(疲劳等症
状以及损害脑部健康,此外"主食摄入不足"还容
易导致气血(营养虚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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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外出用餐还是在家吃饭" 每顿都应
该保证主食的摄入,健康成人每天主食总量应保
证在)(%克以上"约为正常饭碗的两碗半, &陈超
刚表示"由于现在大米(面等主食加工得越来越
精细"有人提出了多吃粗粮的口号"这是符合营
养学要求的, 稻米在碾压加工过程中"只剩淀粉
和少量蛋白质"稻米中的众多营养素随着米糠一
起被丢弃了, 为了补回这部分营养素"陈超刚建
议主食粗细结合"每天最好吃(%'"%%克粗粮(杂
粮或全谷类食物,%一天的膳食构成最好是*主食
每天摄入*(%'+%%克" 蔬菜每天摄入&%%'(%%

克"水果*%%'+%%克"鱼虾类(%',%%克"畜禽肉
类(%'-(克"蛋类*((%克, &

此外"由于都市人经常在外用餐"而应酬饭
局的荤菜比较多"做得也比较油腻"容易引起肥
胖,陈超刚为此提出了在饭局上吃得健康的小窍
门*,(控制进餐的节奏"尽量吃慢一点"细嚼慢
咽, *(饭局结束后可以散步半小时再坐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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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莲(大蒜(洋葱(羊肉等都是有特殊气味的
食物"享用之后难免%齿颊留香&"让别人不敢%亲
近&,如何及时祛除这种因食而来的口腔异味!可
以同样用进食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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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大蒜后"会长时间口气难闻, 这时只需要
喝一杯牛奶"大蒜臭味即可消除, 这是因为牛奶
中的蛋白质会与大蒜发生反应"可以有效祛除蒜
味,喝牛奶时"最好小口慢咽"让牛奶在口腔中多
停留一会儿"而且最好喝温牛奶"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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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食大蒜(羊肉等食物后"及时用浓茶漱口
或者将一小撮未泡过的茶叶" 分几次放入口中"

慢慢咀嚼"待唾液软化茶叶后再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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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大蒜等%重口味&食物后"嚼几颗熟花生
米可除口臭, 这不仅因为花生本身含有,+%多种
天然芳香物质"也因为花生含有!谷固醇"可有
效抑制口腔细菌生长"甚至具有一定抗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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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芹菜有助于消除口中异味" 其中包括烟

味,而且嚼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用薄荷叶(蒿
叶(桉叶(迷迭香叶和豆蔻等也能起到同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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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的柚子去皮食肉"细嚼慢咽"能消除饮
酒后口中的异味"还能解酒"有消食健脾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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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吃过大蒜后"可
在一杯沸水里加入一些新鲜柠檬汁"可祛口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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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新鲜金橘('$枚"洗净嚼服"有芳香通窍(

顺气健脾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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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鸡舌香&, 有人趣称丁香为%古代的口
香糖&, 丁香不仅能对口臭起作用" 还能治疗牙
痛(口腔溃疡等"具体方法是*取药店买来的干丁
香,'*粒"含在口中即可,

!

de

鲜山楂*'&颗"洗净"带皮一起嚼着吃"吃完
后用清水漱口, 山楂中所含的果胶"被国外医药
学家誉为%天然抑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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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发烧时"给孩子退热"最好不要同服
多种退热药,退热药药效仅能维持数小时"体
内药理作用消除后"体温将再度上升,但其实
儿童发热多具有自限性"一般不会危及生命"

因此" 选用退热药的主要依据是其疗效及副
作用大小, 需提醒的是"不同的退热药"最好
不要同时使用"或自行增加剂量"否则会使患
儿出汗过多导致虚脱(低体温-!&$!."甚至

休克,

半岁以内婴儿发热时"不宜服用退热药"

而应该选用物理降温"如松开包被+洗温水澡
等,当患儿拒绝口服药物时"将退热栓剂塞入
肛门"由肠道吸收"退热效果迅速, 但家长要
注意小剂量给药"切忌反复多次使用退热栓"

引起体温陡降或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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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男孩子进入生理上的%变声期&时"正
是他们喉头+声带发育的阶段"表现为声音嘶
哑+音域狭窄+发音疲劳+局部充血水肿+分泌
物增多等,

保养嗓子应从饮食休息入手" 变声期一
般为半年至一年" 除了要注意科学合理地使
用嗓子"不要让它太疲劳以外"注意饮食方面
的调理也是至为重要的,

HIJKL&发音器官主要是由喉头+喉
结和甲状软骨组成" 这些器官是由胶原蛋白
质和弹性蛋白质构成的, 声带也是由弹性蛋
白质薄膜构成,因此"变声期的青少年应多吃
些富含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质的食物" 如猪
蹄+猪皮+蹄筋+鱼类+豆类+海产品等,

MNOPQRSL& 维生素!$能促使皮

肤的发育/钙质可以促进甲状软骨的发育,富
含!族维生素的食物主要有芹菜+番茄+蛋类+

豆类+动物肝脏及新鲜水果等,富含钙质的食
物主要有鱼虾+牛奶+豆制品等,

TUVW&炒花生仁+爆米花+锅巴+坚果
类及油炸类的食物都应少吃" 以免对喉咙造
成机械性损伤,

XYZ[\&可减少或清除局部分泌物"

避免继发感染,

]^_`ab&酸+辣+苦味食物如大蒜+

辣椒+韭菜等少吃或不吃为宜,这些食物会刺
激气管+喉头与声带"开水或冷饮也都对声带
不利,

cdef&切忌快速进食"谨防食物中的
沙粒+鱼骨刺伤咽喉部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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