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常医生您好， 现在市面上中

药护肤非常热门， 很多商家都打
出了中药护肤的招牌， 但是其实
很多人对于中药护肤都不是很了
解， 感觉中药通常是喝的汤药用
来治病的， 什么时候开始中药也
可以美容护肤了呢？

答： 其实中药护肤只是中医
美容中的一部分内容， 早在湖南
马王堆出土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古
医书 《五十二病方》 中， 就有了
关于中医美容方药的记载。 我国
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专著 《神农

本草经》 中， 则更详细地记载了
数十味具有令人面色悦泽、 抗老
延年、 润肤祛斑痣等美容作用的
药物。 所以说， 中药护肤至少已
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问：
那么是什么中药都可以用来

做护肤产品吗？ 我们消费者应该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中药护肤产
品呢？

答： 中药护肤， 其实也是分
内服和外用的， 因为在中医看来
皮肤出现问题， 除了受到外界因
素的影响， 比如日晒、 风吹、 细
菌感染等， 还会受到自身内在的
因素影响， 比如说工作压力大、
熬夜、 饮食不当等等， 这些因素

都有可能影响到皮肤。 而中医会
结合患者不同的体质辨证论治，
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 通常内服
加外用效果会更好。 比如说我们
常用到的具有美容护肤效果的中
药有： 白芍， 可以补气益血， 美
白护肤 ， 改善面色萎黄 、 有色
斑、 没有光泽的问题； 山药， 可
以补血润泽肌肤， 收缩毛孔； 当
归， 可以补血活血， 改善因血虚
血瘀导致的面色暗沉 、 黄褐斑
等 ； 芦荟 ， 清热泻下 ， 燥湿解
毒， 可以保湿润泽、 止痒等。 很
多常用的中药都有美容护肤的效
果。 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
要知道自己属于哪种问题的皮
肤， 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问：
这个我明白了， 就是说但凡

是选择有药用价值的美容护肤产
品， 最好还是有专业的医生去把
关， 才不至于弄巧成拙。

答： 没错， 其实现在市面上
有很多中药粉做成的面膜非常受
欢迎， 甚至有些胆子大的朋友会
自己去查书来自行调配中药面
膜， 这个其实我们是不建议的，
如果只是单味药危险性还好， 大
家也可以自己在家做， 比如说珍

珠粉， 这个也是我们常用的作为
美 白 面 膜 的 重 要 组 成 成 分 ，
效 果 还是非常好的 ， 但是如果
是多味药配伍后做出的面膜一定
还是要去正规医院购买和使用，
因为一方面多味药出现过敏的
可 能 性较大 ， 而且很多中药也
是具有一定的感光性， 如果在不
了解的情况下使用可能会加重皮
肤问题。

问：
听了常医生的介绍， 大家应

该也明白了， 虽然中药护肤安全
性高， 但是也要在专业人士指导
下， 否则也很容易出现危险。 那
么最后还请常医生为大家介绍几
个我们平时在家里就能够完成的
简单的中药护肤方法。

答： 下面我就为大家介绍几
个主要针对皮肤问题并不严重，
只是日常养护的方法：

珍珠粉面膜： 适量珍珠粉和
蜂蜜或鸡蛋清或维生素E充分混
匀后涂于面部， 10-15分钟后清
水洗净， 可以淡斑、 美白润肤。

美容水： 茯苓40克， 丹参80
克 。 加水800毫升 ， 水煎浓缩 、
沉淀取汁100毫升， 冷却后放置
阴凉处备用。 睡前取适量药液涂
患处， 按摩5分钟， 晨起时洗净。
可以利水消肿、 养颜润肤、 淡化
色斑。

祛皱面膜： 取黄芪粉、 当归
粉等量， 蜂蜜调匀后涂于面部，
10-15分钟后清水洗净， 可以淡
化细纹， 延缓皱纹产生。 如果在
使用中出现任何不适， 请立即停
止使用， 尽快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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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美容科 常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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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服务”
提速便利店销售药品审批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中药祛斑、中草药面膜

拥有姣好的皮肤一直是所有爱美人士的愿望， 但是偏偏作为人体的第一道屏障， 皮肤又
是最容易受到外界病邪侵袭的人体器官之一。 那么， 如何正确的护肤也就至关重要了。 目前
市面上出现的琳琅满目的护肤品， 时常让消费者看得眼花缭乱， 尤其是现在炒得火热的中药
护肤产品， 针对不同的人群， 应该如何选用合适的中药护肤品， 下面就请北京康复医院中医
美容科的常欢医生为您介绍。

？？中药护肤 到底靠不靠谱谱

公

告

赵 颖 先 生 （ 身 份 证 ：
110107×××××160333） 您于2019年5月27
日被证明在考勤上弄虚作假、 欺骗公司。 根
据 《员工手册》 第九章第2.3.16条规定， 公司
决定于2019年6月18日与您无补偿解除劳动合
同。 请按照公司要求办理离职手续。 在其他
送达流程未果情况下， 特此公告。

北京五八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公

告

北京十里河天骄民俗文化
城有限公司不慎丢失工会财务
章一枚， 工会主席人名章一
枚， 现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7月12日

为了企业证照审批更加高
效， 丰台市场监管局强化登许
衔接， 提出优化营商 “四条服
务”， 促进便利店售药工作提
质提速。

一、 指导前移。 便利店提
出经营药品意向， 由丰台市场
监管局主动联系企业， 从硬软
件、 人员、 渠道三个关键点进
行培训指导， 讲解办理证照工
作流程， 提高企业材料一次通
过率。

二、 精准对接。 丰台市场
监管局登记部门 、 许可窗口
和 药械市场部门 ， 在办理进
度、 材料移转、 系统操作三个
关键环节 ， 零时差 、 零差错

精准对接， 提高部门流转工作
效率。

三 、 同步审批 。 便 利 店
申请营业执照增项和药品经
营许可工作同日核查、 同步审
批。 丰台区8家便利店办理药
品经营证照时限由10个工作日
缩短为2个工作日， 提高审批
工作时限。

四、 验收迅速。 在证照审
批完成、 药品上架之后， 丰台
市场监管局立即开展验收检查
工作， 要求每家便利店统一标
准， 统一标识， 全部落实 “一
区一柜一人一档一巡” 五项工
作要求， 提高药品质量安全。

（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