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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没想到！
淮安是全省最凉快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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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天气
（市气象台昨日发布）

8月10日
（星期五）

27℃-35℃

真正超35℃的高温天只有3天
但体感温度常超40℃，闷热得很
晚报讯 虽然过了立秋，但是
高温一点也没有“撤退”的意思。这
两天的淮安依然是热浪滚滚，犹如
一只大蒸笼。 气象部门预计，本周
末乃至下周，高温闷热模式依然是
天气的主角。
今年夏天热不热？相信绝大多
数人都会给出肯定答案。如果告诉
你，从7月1日到昨日，淮安的高温
天数只有3天，是全省最凉快的市，
你信吗？ 从气象统计数据来看，这
是真的！
市气象台的统计数据显示，从
7月1日到8月9日，淮安日最高气温
超过35℃的只有3天， 数量之少位
居全省之首。 细分到各县区，高温
天数最多的是盱眙县， 为10天，最
少的是涟水县， 只有1天。 看到这
里， 你一定会生出大大的质疑，明
明每天坐着都会流汗， 却没超过

35℃？ 统计数据出错了吧？
市气象台专家介绍说，气象统
计数据与人们的感受出现偏差，是
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市气象部门获取数据的
淮安国家基准站位于淮阴区袁集
乡，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市区气温
要比农村高2℃左右。 虽然采集到
的数据中只有3天最高气温超过
35℃，但其实几乎每天的最高气温
都在35℃左右徘徊，有不少天的最
高气温是34.8℃或34.9℃， 但按照
规定，这些天都不算高温天。
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异常
偏北， 造成今年夏天高温持久、气
温极值却不高的特点。 据了解，截
至目前，今年夏天市区测得的最高
气温仅35.4℃，县区中测得气温最
高的金湖县也仅为36.2℃（地方自
动站的气温不算在内）。相比之下，

在爱美的道路上，女人从未停止过脚步。 洁面仪、导入仪、蒸脸
器……各种家用美容仪器横空出世，受到众多女性追捧。 这些美容
界的
“黑科技”，功能从清洁、美白，到瘦脸、祛痘、抗衰老一应俱全，价
格从几百元至上万元不等。 记者日前在走访中发现，年轻女性对这
些美容仪器十分青睐，认为或多或少都有效果。 有小部分女性认为
毫无效果，完全是商家的噱头。 那么这些美容“黑科技”究竟是神器
还是鸡肋？来听听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周武军怎么说。
■淮海晚报记者

●洁面仪：或令皮肤过度清洁
洗脸是每天日常护肤的
第一个步骤， 在各种各样的
美容仪器中， 被种草最广泛
的就是洁面仪。
记者走访电器市场了解
到，洁面仪品牌众多，有声波
洁面仪、电动清洁仪、电动洗
脸仪等， 价格从一百来元到
上千元不等。 记者看到一款
玫红色的洗脸仪， 模样小巧
可爱，标价为599元。 据销售
人员介绍， 这款洁面仪由硅
胶制成， 主要是利用硅胶颗
粒， 将皮肤里的脏东西刷出

来。 因为是电动的，所以比手
洗清洁得更彻底。

周武军： 相较于用手洗
或用毛巾洗脸， 洁面仪在一
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更清洁
的作用， 但是毛囊内的脏东
西，洁面仪是无法清洁到的。
对于一般人而言， 天天
使用洁面仪会造成对皮肤的
过度清洁，会使皮肤变薄，变
得更加敏感脆弱。 对于干性
皮肤的人来说，最好少用，油
性皮肤的人建议一周使用一
到两次就可以了。

●瘦脸仪：想瘦脸几乎不可能
说到瘦脸仪， 最火的要
数Refa了， 不少明星都在使
用，火爆了朋友圈。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瘦
脸仪品牌繁多， 款式倒是没
啥差别，都有两个滚轮，价格
相差颇大， 从几十元到上千
元不等。 在某商场，最便宜的
瘦脸仪标价为499元，最贵的
达到2300多元。 据销售人员
介绍，2300 多 元 的 瘦 脸 仪 具
有微电流， 可通过滚轮模拟

揉捏的手法，达到瘦脸效果。
与滚轮瘦脸仪相似的还
有美容棒，号称可以瘦脸、紧
致皮肤，“每天使用3分钟，让
你变成锥子脸”。

周武军： 如果早晨起床
脸有些浮肿， 用瘦脸仪稍微
按摩，也许会有消肿效果，但
真正的脸大、皮肤松弛、咬肌
肥大等问题， 想通过瘦脸仪
来改善，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晓兰

天气：多云到阴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风向：偏南风3-4级

去年同期测得的最高气温已经超
过了38℃。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
是今年的气温相比而言虽然不高，
但是湿度很大，人体的体感温度很
高。 据了解，整个7月，淮安的平均
相对湿度达到了88%，其中有不少
天数达到了100%，最低时也在70%
以上。 不考虑风速的影响，相对湿
度达到80%时，35℃的气温就足以
造成40℃的体感温度。这就难怪今
年夏天会这么闷热难熬了。
气象专家说，相较于常年平均
水平，今年确实热一些，但比起去
年，就要凉快多了。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的平均温度与常年同期相比
高出了2-3℃，而截至目前，今年
只比常年同期略高了1.0-1.6℃。
目前，我们仍处于三伏中最热
的中伏，因而炎热的天气暂时不会

结束。 市气象台预计，周五到周日
的最高气温在34℃到35℃左右，最
低气温26℃到27℃。周五天气以云
系变化为主，多云到阴，有分散性
阵雨或雷雨， 周六到周日晴到多
云。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淮安所处
的江淮地区未来10天内仍多高温
闷热天气。要打破连续高温天迎来
清凉，目前来看只能靠台风了。
根据预测，今年的第14号台风
“摩羯” 将于11日夜间进入东海东
部海面。 市气象台专家表示，“摩
羯” 可能会在12日给我市带来降
温。 此外，15日-16日，我市可能还
会受到另一股台风影响。但大家都
知道，台风很“任性”，路径存在很
大不确定性， 是否会带来清凉，只
能拭目以待了。
■淮海晚报记者 傅停停

8月11日
（星期六）

26℃-34℃
天气：多云
风向：东北风3-4级

8月12日
（星期日）

26℃-34℃
天气：晴到多云
风向：东北风3-4级

每天使用3分钟瘦脸仪，让你变成锥子脸
用导入仪刺激皮肤，能促进护肤品吸收

这些美容界的“黑科技”
真有那么神？

●导入仪：有一定作用，但不该被夸大
市场上各种导入仪、 导入
棒令人眼花缭乱， 它们号称能
将护肤品的功效放大。 记者了
解到，这些导入仪、导入棒，是
通过电流或超声波刺激皮肤，
将护肤品导入皮肤。

周武军： 导入仪可以减少

护肤品的浪费， 但能否被皮肤
吸收，不是导入仪决定的。 想提
升护肤品的吸收效果， 最主要
的是在护肤时注意各种细节，
比如有针对性地轻拍、 适度加
大护肤品的使用量， 这些细节
可以使保养效果加分。

●射频美容仪：家用功率太小，难有明显效果
各式美容仪器
射频美容仪也获得了众多
粉丝的追捧， 主要是将凝胶等
护肤品涂抹在美容仪上， 在皮
肤上按摩吸收， 达到提拉、紧
致、促进胶原蛋白再生的效果。

实会使用射频技术来达到提
拉、紧致的效果，但是一般家用
射频美容仪功率太小， 无法与
专业设备相媲美， 想达到明显
的提升效果不太可能。

周武军：在医学美容上，确

●蒸脸器：有一定补水功效
在众多高科技的美容产品
中， 蒸脸器算是比较便宜的一
款美容仪器。 其原理是将水转
化成纳米级较高温度的雾状粒
子， 使毛孔打开， 加快血液循
环，为皮肤补充水分，被称为是
省钱、省时的补水途径。
记者看到商场内的蒸脸器

的价格多在200-400元左右。 据
某商场内的销售人员介绍，很
多妹子用蒸脸器来进行补水，
销量不错。

周武军： 蒸汽确实可以打
开毛孔，达到补水的目的。 建议
用蒸脸器蒸完脸后， 再用冷水
敷一下，让毛孔收缩起来。

医生建议
护肤,还是天然温和为好
这些概念十足的美容仪器, 是神器
还是鸡肋？ 周武军认为，不能完全否定它
们的效果，但很多概念都是商家的噱头，
“虚大于实”。
周武军建议大家在购买前， 详细了
解这些美容仪器的工作原理， 看有效性
如何，看是否适合自己。
说起护肤， 周武军更建议采用温和
的美容方法。“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就
可以有良好的皮肤状态”，此外，平时注
意做好防晒工作， 很多皮肤老化的源头
都来自于紫外线照射。 不要乱用护肤品、
化妆品，“
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