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祛痘课堂

佐康专业祛痘提醒您：

夏季，小心过敏痘痘

格祛痘课堂

消除小胡子，来脱毛吧

格行业资讯

闪亮双眸，“媚”力十足！
小小单眼皮变闪闪双眼皮——— 她的美丽日记

格缤纷彩妆

三种靓丽唇妆

相比起薄薄的嘴
唇，宋慧乔或者金泰熙
这样的樱桃小嘴更性
感。嘴唇的黄金比例是
上唇比下唇为0 . 8 5：1，
那么应该怎样打造性感
双唇呢？

专家敬告有痘痘的广大朋
友：炎热的夏季，皮肤的新陈
代谢很快，不及时补水，皮肤
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会导致水
分流失，使皮肤出现外油内干
的情况。

如果大量进食海鲜和辛辣
食 物 ，就 会 诱 发 肌 肤 炎 症 问
题，皮肤会承受不了过度的刺
激，而频繁过敏、长痘。这一时
期痘友要注意海鲜食物的摄入
量，尽量避食辛辣食物，同时
尽量选择具有深层锁水保湿功
能的护肤品，可以舒缓面部因
为炎热干燥导致的过敏长痘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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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顺着通畅的
毛孔代谢出去，毛囊不堵，没有
炎症，就杜绝了痘痘的反复发
生。

6年祛痘老店有信誉

佐康专业祛痘中心作为国
际青春痘防治协会的理事单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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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痘友积极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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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天只限前3名顾客。

咨询电话：13954555093

被法国男人誉为“永远的挚
爱”的苏菲·玛索、《天使爱美丽》
中精灵般的奥黛丽·塔图，性感
朋克娇娃安吉丽娜·朱莉、大嘴
美女茱莉亚·罗伯茨，这些在全
球大放异彩的欧美女星，都有着
白净细嫩的脸庞。到底欧美女星
祛除唇毛、脸颊毛有何绝招？据
外媒披露，欧美女星消除“小胡
子”的秘诀激光脱毛。

女 孩 长“ 小 胡 子 ”的 根
源——— 雄性激素

烟台韩秀整形美容医院专
家介绍，女性体毛浓密的原因可
能与遗传有关，比如四肢汗毛较
多，受遗传因素影响教大，这些
女性体毛重的患者不用过于焦
虑，这种情况属于正常的生理范
围。但是如果是在女性不应该长
毛的部位却长出了许多又长又
粗又黑的毛，也就是女性体毛
重，例如毛发呈男性型分布，如
唇周、下颌、前胸中线等处，这种
现象就要加以注意了 ,这种情况
绝大部分与体内雄激素过多有
关。

雄性激素是女孩会长“小胡
子”的罪魁祸首。唇毛过重主要

取决于毛囊对雄性激素的反应
能力，并受遗传、种族、年龄、服
用药物等因素的影响。有专家表
示，现今中国女性体毛过重比例
超过了15%，相较于上世纪八十
年代翻了五倍，主要是因为现在
的饮食中激素过量，造成毛囊生
态环境紊乱、内分泌失调等问
题，从而导致唇体毛过重的现象
越来越普遍。

消除“小胡子”的绝招———
激光脱毛

激光脱毛是通过激光照射
毛发后，毛发以及毛囊黑色素聚
集的部位吸收大量激光能量引
起瞬间高温，导致毛囊被高温破
坏，达到毛发永久性去除。

激光照射毛发后，毛发被烧
灼后坏死脱落，毛囊也被破坏。
这里要指出一点只有黑色的物
质才能吸收大量激光能量，所以
脱毛时激光能量几乎都被毛发
和毛囊所吸收，而其他皮肤或其
他皮肤附属器几乎不吸收激光
能量。

只有在生长期的毛发的毛
球，也就是毛根部在毛囊内，而
且毛球饱满黑色素密集，能吸收

大量激光能量从而破坏毛囊。而
退行期和休止期，毛根已经脱离
开毛囊，毛囊内所含的黑色素也
大量减少，所以处于这两个时期
的毛发在被激光照射后，毛囊是
几乎没有被破坏的，等它们再次
进入生长期后还是能够继续生
长，这个时候需要第二次照射，
才能去除掉。

另外，一个毛发区域，同一
时期一般只有1/3左右的毛发处
于生长期，所以一般一次脱毛可
以去除掉1/3左右的毛发，脱毛
疗程也在3次以上。

人体的皮肤是一个相对透
光的结构，整形美容专家临床实
验发现，在强大的激光面前，皮
肤简直就是一张透明的玻璃纸，
因而激光能非常顺利地透过皮
肤深达毛囊，由于毛囊中具有很
多黑色素，所以能优先吸收大量
的激光能量并最终转换成热能 ,

使毛囊温度升高，达到破坏毛囊
功能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
皮肤相对不吸收激光能量，或者
吸收很少量的激光能量，所以皮
肤本身是不会有损伤的。

咨询电话:18660015002

同事都说我最近变得年轻、
漂亮了。以前我的眼睛是单眼
皮，特别小，一笑，眼睛就成了一
条缝，总会被大家拿来说笑，虽
然知道大家没有恶意，可是心里
还是很难受。为了让眼睛大一
点，只能每天化厚厚的妆。时间
一长，眼周的皮肤干燥得特别厉
害，皱纹也出现得特别早，显得
比同龄的朋友老多了。一个朋
友向我推荐了烟台鹏爱美容整
形医院，我就想去试试。

来到鹏爱，工作人员帮我
预约了眼部整形专家魏主任，
魏主任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决
定采用飞线无痕翘睫重睑术。
魏主任跟我介绍说，这项技术
是他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在国
际先进眼部整形技术基础上的
一次升级。飞线无痕翘睫重睑
术由微细无痕吸针在上眼睑处
吸出多余脂肪组织，形成自然
重睑，眼裂明显加深，眼形自然
开阔，无痕无疤，所有手术均可

绘制术后效果模拟图像，是目
前国际上唯一永久性美观自然
的微创双眼皮成形技术。与传
统双眼皮手术不同的是，它术
后完全无痕，效果自然持久，加
上翘弯的睫毛，无论是动是静，
眼睛一样美丽动人，宛如天生。

烟台鹏爱新一代美容整形
专家魏主任说，我的眼部皮下
脂肪厚，所以当眼睛睁开时，睫
毛不会往上翘反而往下走，所
以看起来总显得没精神。无痕
翘睫重睑术在单眼皮变成双眼
皮的同时，还能将我的眼裂启
开得更大，并能调整睫毛形态。
术后，没想到我的眼睛真的立
马变大不少，又过了几天，男友
说我的眼睛看起来很自然，就
像是天生的一样，真的是太完
美啦！

今后，我再也不用挂着厚
厚的妆容上班啦，现在每天照
着镜子，我自己都觉得亮丽了不
少。而且，有时候我一笑，男友都

会有些发愣，他说我现在变得好
漂亮，让他有种上学时热恋的感
觉。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及
时向我推荐了鹏爱，所以，我也
特别想把鹏爱推荐给大家，希望
大家可以像我现在一样幸福快
乐。

鹏爱为广大学子和教师准

备了巨大惊喜。暑假期间，凡持
学生证、准考证或教师资格证到
院，立即享受“充三百，抵一千”
的优惠活动。时间有限，快快行
动吧！你的美丽，鹏爱与你一同
呵护！
咨询电话：0535-6580666

咨询网址：www.ytpayy.com

颜色：橙色
要看起来像纯情的女性，

若隐若现的妆容和水莹莹的
皮肤是真理。说到底，男士也
是喜欢那些“不用化妆，素颜
也看起来很美”的女性。

水润的皮肤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干净，用最少的粉底和
色彩，营造光滑的皮肤。从护
肤 开 始 ，仔 细 地 涂 抹 保 湿 产
品，打造符合纯情的楚楚可怜
印象的肌肤。

符合这种纯情印象的正
是橙色，清新的橙色腮红涂抹
脸部整体，打造亮眼的效果。
唇部涂抹浅橙色的唇膏，表现
自然。为了增加滋润感，再补
充一层湿润的裸色唇彩。

颜色：粉红
粉红是乖巧可爱的女生

的象征，用粉红武装的可爱造
型，可以轻易融化男友的心。

放大双眼，增添活力，像
人偶一样的眼睫毛必不可少。
白色珠光眼线笔赋予眼角重
点 ，再 用 睫 毛 膏 刷 出 浓 密 睫
毛。

韩国的美发师建议，要强
调可爱魅力，推荐蓬松的大波
浪。波浪卷发让人充满活泼可
爱的魅力。想拥有自然的波浪
头，可尝试把卷发器以垂直方
向造型。

颜色：大红
性感的妆容，烟熏妆必不

可少。自然深邃的烟熏眼妆，
假如色彩过多就会像村姑一
样。省略腮红，用阴影整理脸
部轮廓线条。

象征性感的颜色是大红
色，用强烈的具有诱惑力的深
红色唇膏赋予唇部重点。犹如
安 吉 丽 娜·朱 莉 般 性 感 的 红
唇，在这种气氛下，即使两人
只是静静地坐着彼此对视，也
能激发起他情不自禁的亲吻
欲望。

Style 1 .嫩滑水润纯情女

Style 2 . 乖巧可爱撒娇女

Style 3 . 诱惑风情性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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