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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27

赶走孤独 不要自闭
——— 关注身边“星星的孩子”

你想让自己永远做老公心目
当中那个发光的白雪公主吗？你
想永远做老公心目当中的第一夫
人吗？你想让自己回到和老公谈
恋爱时的身材、皮肤和容貌吗？请
想一想，如果今天你做了面雕整
形，悄悄改变，别人只会羡慕你变
漂亮了，却不知道你整了哪里；请
想一想，在不易被人察觉下，鼻子
变得更挺，下巴更俏，从而使事业
更加顺利，更加具有竞争力……

近日，记者采访了烟台韩
秀整形美容外科的梁玉玲院
长。她说，韩秀艺术面部微雕
术通过对五官细微的调整与
雕塑，以艺术家的手法塑造面
部整体美、和谐美，精确设计
出最适合求美者且只属于求
美者的美丽容颜。

36分钟 年轻不再是梦

梁院长说，韩秀艺术面部
微雕术是韩秀在烟台地区独
家引进、风靡全球的国际最先
进的非手术抗衰老科技，该技
术结合东方人的求美需求，独
创的点、线、面逐次结合的三
维立体面部年轻化术式，能够
激 活 机 体 再 生 能 力 ，内 外 兼
修，从源头抗衰：外在微创除
皱，内在提升紧致，全面作用
于 衰 老 面 部 ，年 轻 不 仅 是 表
面，从内而外立即除掉皱纹，
连肥胖松弛的下巴和颈部也
一并改善。

青春轮回三步曲

据了解，韩秀艺术面部微雕
术分为三步来使面部变得年轻、
漂亮。

机体激活，紧致肌肤 疏通
结缔组织，激活青春元素，刺激皮
下胶原再生。

微创精雕，提升面部 强化
结缔组织，清除皱纹，还原青春期
皮肤纹理。

面部重塑，恢复弹性 松弛
轮廓得以重塑，全面激活老化肌
肤，每天都在变年轻。

艺术面部微雕术特色

梁院长告诉记者，韩秀艺
术面部微雕术具有无痛苦见效
快的特点，不开刀、微创治疗，
安全可靠无后顾之忧。同时，它
还很简单，全面部三维定位定
点提升，效果永久，随做随走。
韩秀艺术面部微雕术是全面部
年轻化、个性化紧致除皱，化衰
老为年轻。不过，它也有它的适
应症，即它适应于额头、眉间、
眼角、嘴角皱纹，面颊部皮肤松
弛下垂、全面部整体衰老、面部
轮廓模糊、颈部皱纹、手臂蝴蝶
袖、大腿内侧松弛等。

咨询热线：18660015002

面部微雕

悄然兴起
韩秀让你轻松变年轻

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日。据
近日在北京召开的“世界自闭症
日国际康复发展研讨会”上发布
的最新数据，全世界自闭症的发
病率在1：50至1：150之间，并呈逐
年上升的趋势。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个
“疑症”，就目前的国内、国际医疗
水平还没有找到它的病因。这是
一种无法预防也无法治愈的终身
疾病，发病率已达千分之六，超过
癌症、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总
和。自闭症患者缺乏正常的语言
沟通和社会交往能力，他们沉浸
在自己的世界里，被人们称为是

“星星的孩子”。2006年，自闭症被
列入“精神残疾”，生活能自理是
自闭症患者最理想的康复状态。

儿童自闭症表现：

1、孤独离群，沉迷自我，交际
困难。

2、言语障碍突出，难以正常
语言交流。

3、兴趣狭窄，行为刻板重复，
反对环境变化。

4、大多智力发育落后及不均
衡。

预防：
别把孩子过分封闭于一味学

习的小圈内
城市的现代化使许多人搬进

了高楼，而一户一门的高楼容易
给孩子造成封闭的环境。因此，应
允许或鼓励孩子从高楼走下来到
庭院之中，与邻居或附近小朋友
玩耍、交往，建立友谊。

注重情商培育
情商即社会适应的综合能

力。孩子仅仅学习成绩优良是不
够的，还须懂得接受别人并让人
接受自己，这也是爱的基本涵义。
在培育孩子良好品德的同时，要
教导孩子形成良好的性情和情
感。

尽量让孩子参加集体活动
集体活动包括邻居小朋友相

邀的游戏、做作业 ;包括学校、班
级统一组织的文体活动 ;包括祝
贺同学生日、欢送老师等等。从集
体活动中体验友谊、智慧与温暖。

为孩子的交友创造条件

不仅应允许孩子走下高楼、
走出家门，也应允许和鼓励孩子
把小朋友请进家门。为孩子提供
交朋友的机会，教给他(她)交朋
友的艺术、方法与技巧。

培育孩子的自立能力，切忌
父母事事包办

让孩子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而且有意让孩子碰碰钉子，尝
尝苦头，以磨炼孩子的意志力。

格祛痘课堂

签约祛痘 二十天祛除
佐康专业祛痘中心

痘痘的危害
据社会学家调查结果显示：

93%以上的长痘人群都存在不
同程度的情绪低落、焦虑，进而
产生自卑心理，影响人际交往，
从而直接影响择校、就业、择偶
等。

慎防祛痘陷阱
很多传统的祛痘方法，是以

口服和中药为主。口服药易含有
激素，使男性女性化，影响女性
生育等，并且易复发，有副作用，
对孩子的发育不利；而中药产品
起效慢、治疗周期长，心理负担
重，只是把皮肤表面炎症压制下

去，受到刺激后还会反复发作等
弊端。

正确祛痘有方法
彻底祛痘是个系统疏通

调整的过程，首先要用专业的
吸油机把被油脂粘合住的毛
囊口通畅开，再采用独特的技
术，把堵塞毛孔的垃圾清扫干
净，用纯植物的秘方产品做整
体的消炎杀菌，使毛囊像管道
一样健康通透。哪怕身体内部
原因产生很多的毒素和油脂，
但能顺着通畅的毛孔代谢出
去，毛囊不堵，没有炎症，就不
再反复长痘了。

6年祛痘老店有信誉
位于芝罘区第一大道1106

- 2室的佐康专业祛痘中心已
落 户 烟 台 6 年 ，期 间 采 用 清 、
调、修、补、神奇的祛痘技术，
已为港城许多痘友解除了烦
恼 。针 对 各 种 原 因 引 起 的 痘
痘，一次就见到明显的效果！
并 且 承 诺 ：只 要 痘 友 认 真 配
合，二十天左右就能祛除，如
没祛除，全额退款。

“99元3次体验健康祛痘”活
动正在进行中，快快报名吧。别
让痘痘给你带来美的遗憾。

咨询电话：13954555093

格行业资讯

争做白皙透亮水美人
全球顶尖美肤设备“雷霆大Q”落户烟台

目前，激光美白嫩肤技术的发
展趋于完善，色素激光设备经历了
维纳斯、C6、C8，经过科学研究和丰
富的临床试验，设备技术不断更
新，现已成功进入了“雷霆大Q”激
光治疗的新时代，国外众多爱美女
性因此彻底摆脱了肌肤色斑难治
的阴影，重获美丽与自信。现在，全
球领先的皮肤色素激光美肤设备

“雷霆大Q”强势登陆烟台鹏爱美容
整形医院，帮助众多爱美女性解决
肌肤困扰。

色素激光设备迎来“大Q”新时
代 开创祛斑新纪元

众所周知，人体的皮肤一旦出
现斑点，就会给外观形象带来一定
的影响，所以，祛斑就成了众多爱
美女性的头等大事。

鹏爱整形美容专家主任医师
曹博士介绍，“雷霆大Q”是目前国
际上最顶尖的激光美肤仪器，其祛
斑术是激光祛斑的最新方法，对于

很多人面临的肌肤色素斑等问题，
“雷霆大Q”都能有效的祛除，且更
加快速，更加彻底。

相对于以往的祛斑设备，“雷
霆大Q”祛斑具有更多的优势：

1、高效祛斑。作为一种全新的
祛斑技术，它是采用Q开关激光和
彩光协同作用来完成，通过光消融
作用使得一些皮肤表浅部分的色
斑中的色素分子分解，对于色斑和
色素分子较大的色斑，能够利用激
光的作用而爆破成细小分子，随代
谢系统排出体外，达到高效祛斑的
效果。

2、治疗效果好。针对很多色素
斑有很好的祛斑治疗效果。

3、治疗范围广。可有效进行除
皱、祛斑、祛痘、美白、祛红血丝、收
缩毛孔等多种美容效果，也能改善
不同深度、不同颜色的皮肤色素性
问题。

“雷霆大Q”掀美白嫩肤热潮，

引领激光美肤新时代
春季是护理肌肤的美好时期，

紫外线等环境对肌肤的伤害相对
较低，此时选择医学美肤的方式可
以加快受损肌肤恢复，帮助肌肤回
归水嫩白皙。鹏爱整形作为首家引
进该设备的医疗美容机构，已掀起
新一轮的美肤热潮。

“雷霆大Q”是目前国际上最顶
尖的激光美肤仪器，其光能更均
匀，作用更均衡，更温和，使肌肤在
远离刺激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变白
皙，变嫩滑，这是医疗美肤行业在
皮肤色素激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
破。

据了解，与同类型美肤仪器相
比，“雷霆大Q”具有无可比拟的三
大优势：

优势一：全球能量最高的四波
长激光，针对不同深度、不同颜色
色素性皮肤问题；

优势二：独有超高斯光束，最

大限度控制光斑质量以及光束均
匀性；

优势三：10mm超大平行光斑，
能量分布更均匀，速度更快，穿透
更深。

如果您有更多整形美容相关
问题可登陆www.ytpnyy.com进行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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