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肤科专家给您支招
秋季护肤攻略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转眼间，立
秋已近三个月了，秋季的护肤大战，您是否
已经做好准备了呢？

“我的皮肤好像开始过敏了。”
“医生，我的皮肤又干又痒，还经常脱

屑，怎么办？”
“医生，秋冬季节我该如何保护皮肤

呢？”……
要找到问题的答案，首先需要了解一

下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皮肤。
南京市名中医、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

主任石红乔介绍：皮肤是人体的天然屏障，
有着保持皮肤水分、防止体内水分蒸发、抵
御外来异物入侵的强大作用，皮脂膜作为
人体天然的保湿霜，主要由人体的汗液和
皮脂所组成，能有效滋润皮肤。秋冬季节，
气温寒冷干燥，皮脂腺分泌减弱，汗液减
少，表皮水分子容易蒸发，导致皮肤干燥、
脱屑、皲裂，所以特应性皮炎、银屑病、乏脂
性湿疹的患者，进入秋冬季就有苦难言了；
干燥肌、敏感肌的问题也就不期而遇。

我们通常把皮肤比喻成经典的“砖墙
结构”，角质层就是由胶质细胞（排列整齐
的砖块）和细胞间脂质（砖块之间的灰浆）
所组成，形似堆砌而成的一道“墙”，形成天
然的保护屏障。由于不正确的护肤方式或
者外界因素的入侵，皮脂膜受损，角质层变
薄，这道“墙”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屏障保护
功能而变得千疮百孔，要知道拆“墙”容易，
补“墙”可非一日之功。

如何修复皮肤屏障呢？石红乔给了四
点建议：

补“墙”措施1：切勿过度清洗

许多爱美的女生卸妆后恨不能把脸洗
掉一层皮，这样的洁面方式是极为不科学
的，反而会洗走脸上的油脂，让皮肤处于脱
脂状态，因此洁面时动作一定要轻柔，洗面
奶温和即可，清洁次数不用过多，洁面之后
一定要注意保湿润肤。

除了脸，手和身体也不能被忽视。特

别是疫情过后，大家都养成了勤洗手的习
惯，肥皂、清洁剂、酒精等都是导致手部皮
肤干燥皲裂的罪魁祸首。对于银屑病、特
应性皮炎、慢性湿疹的患者，秋冬季节尤其
应该减少洗澡及使用肥皂、沐浴液的次数，
让自己的皮肤“安全过冬”。

补“墙”措施2：秋冬保湿很重要

秋冬护肤秘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好
好保湿。不论是随时补充的水乳和面霜，还
是随身携带的护手霜，让皮肤时刻保持水润
状态的观念需要牢记于心。对于长期受慢性
皮肤病困扰的患者，秋冬季的日常保湿更是
比药物治疗还重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身体保
湿剂，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

补“墙”措施3：选择合适的
医美项目

秋冬季许多人都会被敏感肌困扰，皮肤
变薄，面颊忽冷忽热，时而发痒不适，甚至泛起
红血丝，皮肤时常有紧绷缺水的感觉，或是起
皮脱屑，都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惹的祸。

光子嫩肤作为一种成熟的医美技术，
受到越来越多爱美者的追捧，该院皮肤科
引进相关治疗设备，用来改善皮肤质地，改
善毛细血管扩张症状，修复皮肤屏障功能，
提升紧致皮肤。

补“墙”措施4：传统中医药优势

中药药浴作为具有特色的中医外治法
之一，将药物作用于全身或局部，利用药物
的功效及水温对于皮肤、经络的刺激，达到
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的目的。据了解，南
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已开展中药药浴疗法，
用于寻常型银屑病、慢性湿疹等病的治疗，
可起到疏通经络、清热解毒、润肤止痒等功
效，特别适用于秋冬季皮肤病的治疗。

通讯员 张明 姚星宇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在美容院购买项目没用完
可以退款吗

胡先生：在美容机构预先支付二十
次护理项目的费用，只消费两次要求美
容机构退费，机构能否依据服务协议中
的“不予退费”约定拒绝退款？

答：不能。商家与消费者签订的格
式合同中，如果格式条款违反我国合同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的，
应属无效。在消费者预先支付全部费
用、经营者分期分次提供商品或服务
的消费模式中，经营者如果约定“消费
者单方终止合同则已支付费用一概不
得退还”违背了公平原则，损害了消费
者的利益。如果消费者单方终止消
费，经营者并无违约或过错行为的，应
当结合消费者过错程度、经营者已经
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占约定总商品或服
务量的比例、约定计价方式、消费者享
有折扣或优惠的条件等等确定消费者
违约责任，在扣除相应服务费、违约金
后，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返还剩余预支
付的款项。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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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妈妈78岁，CT检查：多发性腔梗
伴软化灶，老年脑改变，脑白质变性；超声检
查：胆囊息肉样病变，左肾结石，双下肢动脉粥
样硬化伴广泛板块形成，双颈动脉粥样硬化
伴广泛板块形成；心脏超声检查：左室壁节段
性室壁运动减弱，主动脉钙化伴少量反流，左
心功能减低。请问，需要手术吗？该怎么办？

南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
张俊杰：根据患者情况分析动脉硬化严重，
颅内血管颈动脉、下肢动脉都有硬化，可以
考虑冠状动脉也有硬化，患者超声心功能
下降，室壁活动减弱，要考虑合并冠状动脉

狭窄，建议做冠脉CTA，或者冠状动脉造
影检查。如果有冠状动脉严重狭窄，建议
尽早手术处理。专家门诊时间：周三上午。

隋女士：今年38岁，右侧上方的智齿今
年已经发炎了两次，每次吃点消炎药又好了，
请问这种情况能稳定吗？还是需要拔掉？

南京市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门诊副
主任医师赵苏峰：根据描述，这种情况通常
需要拔除，建议门诊就诊。专家门诊时间：
周二下午、周五下午。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健康问答

省人民医院募集
老年记忆障碍患者

为尽早地预防老年性痴呆，江苏
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的认知康
复研究团队将免费为50名轻度认知
障碍老年人提供早期的筛查以及为
期3个月的运动干预，目前还剩余
20个名额。符合以下要求的老年朋
友可以报名：

1.年龄：55-80岁之间，初中及
以上文化程度，南京地区；

2.自觉或他人觉得近6个月以
来有明显的记忆力下降、容易迷路等
情况；

3.没有脑梗死、多发性腔隙性脑
梗死或者脑出血病史，没有帕金森及
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病史；

4.没有严重的关节炎、糖尿病
足、下肢骨折后运动功能障碍；

5.没有严重的心脏病、肝功能异
常、肾功能不全等问题；

6.体内没有磁共振检查禁忌的
心脏起搏器、人工耳蜗、胰岛素泵等
金属植入物，没有纹身，没有幽闭恐
惧症。

本次报名正式开始的时间为
2020 年10月28日，目前处于报名
与筛选阶段，欢迎来电或现场咨询！

联系电话：康复医学科 钟倩医
生 18351992532；高 雅 新医生
15851835953。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浦编字〔2020〕

34号文件精神,撤销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永宁
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社
会事业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城镇建设管理服务中
心5家事业单位。经举办部门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10月
28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城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28日

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浦编字〔2020〕

31号文件精神,撤销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桥林
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社
会事业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城镇建设管理服务中
心5家事业单位。经举办部门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10月
28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城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2020年10 月28 日

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浦编字〔2020〕

33号文件精神，撤销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农业发展服务中
心、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汤
泉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
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城镇建设管理服务
中心5家事业单位。经举办部门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10月
29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城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29日

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浦编字【2020】

32号文件精神，撤销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农业发展服务中
心、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星
甸街道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城镇建设管
理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
中心5家事业单位。经举办部门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10月
29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城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29日

出租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凤
凰大街16号浦口区邮政分公司
综合楼一层门面用房建筑面积
321.80平方米，三层办公用房建
筑面积273.84平方米，对外出租
（不分租、餐饮免）。联系电话：
13382002070 13770578155
遗失 南京亿展贸易有限公司道
路运输许可证，苏 AF4967，宁
07359477， 苏 A92016， 宁
0736275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苏益福汽车保险
销售有限公司常州湖塘营业部
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在工商部
门完成注销；江苏益福汽车保
险销售有限公司盱眙营业部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在工商部门
完成注销，特此公告。联系人：
刘仕民，联系电话：13404137771
倪太和遗失碧桂园欧洲城花语
岸25幢2单元302室，房款收据
一张，票据号：00239058，金额：
326398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板桥复混肥中试厂文友
复混肥经营部股东会于2020年
10 月 29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
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
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联系人:钟诚，联系电话：
13327708288，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板桥复混肥中试厂
文友复混肥经营部清算组2020
年10月29日。

减资公告：根据2020年10月27
日股东会决议，南京伯骏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现予以
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担保。南京伯骏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2020年10月29日
遗失：南京弘润自动化技术有
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楠楠遗失南京理工大学学生
证，证号118101021542声明作废

遗失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板桥复混肥中试厂文友复混
肥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3201031501178，及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六合区永点丽建筑
工程经营部财务章，法人章声
明作废，寻回不再使用。
遗失：南京一再三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寻回不再使
用.声明作废。

遗失弘阳家居博览中心 C4-
1F109.111.113 高平装修押金收
据2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藏地珍奇商贸有限公
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姜滨）各一枚，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010052491801，开
户银行：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账
号 ：3201140181010000006654，
发证日期：2015 年 10 月 12 日）
一张，声明作废。

南京阔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苏
AX3741行驶证遗失
遗失南京市建邺区宏庆微建材
经营部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 张吾英保险展业证，号：
00009132110000002019001080
声明作废
遗失：马鞍山市粮元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玉河磁电机厂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13489747-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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