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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祛痘课堂

痘印的形成及治疗

格美容护肤

秋季晚上护肤步骤

格健康美牙

优质美女养成记

数码冠：60分钟展现完美笑容

格行行业业资资讯讯

【佐康专业祛痘中心】让孩子———

轻轻松松祛祛痘痘、、快快乐乐上上学学！！

格美丽讲堂

现代隆鼻材料,你如何选择

据小编了解：现在人不正常
的生活饮食习惯、油炸食品的盛

行、激素超标的食物、熬夜上网
及电脑辐射、压力过大等情况，
导致痘痘无法自愈。并且现在长
痘越来越低龄化，最小的患者才
8岁。炎症是随着时间逐渐加重
的，越早及时治疗，可避免留下
痘坑影响一生。

开学在即，许多家长都关心
一个问题：开学了没有时间治痘
怎么办？佐康祛痘中心的治疗方
法特别灵活，可以根据孩子的作
息时间，专门设置适合孩子的治
疗方案，既不影响学习又不耽误
治疗，并且签约包治，在约定的
时间内治好，治不好全额退款。

佐康祛痘中心（分店）自开
业以来，已为许多痘友解除了烦
恼，得到广大痘友的一致好评。

优惠体验：新顾客只需9元
团购，可享受价值130元祛痘一
次，电话预约有效。(本活动只限
烟台开发区佐康专业祛痘店)每
人限购2次。

采用苗族草药秘方配合专
业疏通毛孔仪器和内调外治技
术，根治常年长痘形成的暗疮、
痘斑、各种大脓包、囊肿、连片粉
刺、青春痘、毛孔粗大、痘印。对
酒渣鼻，以及乱用祛痘产品引起
的过敏、激素依赖痘的患者、反
复治疗失败的患者，有奇效！

最近发现有商家，借相同店
名来误导祛痘顾客，让痘友以为
是同一家店，在此登报声明：为
保证治疗质量，烟台市内只有位
于芝罘区第一大道大厦1106-2室

店和开发区海诺大厦1315室共两
家店。市内再无分店，如有雷同
或近似店名，纯属仿冒。

现佐康祛痘中心诚聘优秀
美容师、学员，1年以上工作经
验，善于沟通销售，月薪2500———
4000元

开发区佐康专业祛痘中心：
6398791

开发区彩云城南门对面海
诺大厦1315室

芝罘区清颜专业祛痘中心：
6263931

芝罘区第一大道大厦1106-2

室
烟台网站www.yantaiqudou.com

全国加盟咨询：18604606080

张经理

数码冠由专业美牙医师严
格按照美学标准来设计每个人
的牙齿长短、大小来进行的前牙
高低有序的整体排列。从个体来
讲，每颗牙齿的切缘、牙体、颈缘
色泽调和有序，更富有层次感；
整体讲要根据每个人的身高、面
形、肤色以及职业需要进行设
计。看上去齿色晶莹洁白、无牙
纹、富有光泽，与自身牙浑然天
成。

数码冠好在哪里

鹏爱 (从博士 )美容整形医

院数字口腔中心的于博士介绍
说：“数码冠美牙让牙齿美容不
再是千人一面的了，拥有既个
性又美丽的牙齿不再是梦想。
数码冠美牙相对于传统的牙齿
修复，具有高效快速、舒适美观
的优势，为那些想要整牙却又
没有那么多时间的人，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真人案例

小丽(化名)28岁，上颌严重
突出，上牙不整齐，虽然身材较
好但受牙齿困扰，事业和个人感
情问题都受到严重影响，她表示
希望找到一种方法彻底告别难
看牙齿的困扰。

顶尖科技 一次修复

数码冠采用德国3D齿雕系
统，一次性修复畸形牙、色素
牙。据曾赴德国学习“3D齿雕系
统”的资深专家，烟台鹏爱 (曹

博士 )美容整形医院数字口腔
中心于博士介绍：“德国3D齿雕
系统是目前国际权威的齿科修
复技术，它通过计算机进行辅
助设计，能将各种牙齿问题一
次修复。全球有超过 1 2 0 0万患
者接受过cerec的牙体修复。”

数码冠的四大优势

数码定位 形态逼真

数码系统精确分析牙齿形
态、大小及病症，保证不伤害原
牙。成形的牙齿形态逼真，全无
修复痕迹。

效果可视 构造精密

采用德国进口的数字3D设
备，整个过程完全可视，现场就
可以看到制作后的效果。保证
外形精确，与牙体高度密合，密
合度一般小于50微米设计。

坚固持久 无痛快速

全新科技粘贴技术，寿命20

年以上。美国wind无痛技术，不
动及牙根。

完美相容 色泽天成

生物仿生材料，生物相容性
达到极佳，半年即可与自身牙生
长融合，有效保护牙髓和神经。
德国VITA比色技术，32次牙色层
次化类比，色泽逼真，媲美真牙。
如果您还在被难看牙齿困扰，请
及时拨打本报设立美牙热线：
13954555093

痘印是因为青春痘在发作
时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导致的，
皮肤炎症越大，留下的痘印也就
越严重。一套完善的青春痘治疗
方案，必须是针对未来可能形成
的痘印作早期的预防工作，才能
尽最大的可能减少痘痘对皮肤
的伤害。

第一类红色痘印

红色痘印是因为原本长痘
痘处，细胞发炎引起血管扩张。
但是痘痘消下去后血管并不会
马上缩下去，就形成了一个一个
平平红红的红斑。它会在皮肤温
度上升或运动时更红。

第二类黑色痘印

黑色痘印是起于痘痘发炎
后的色素沉淀，使长过红痘痘的
地方留下黑黑脏脏的颜色，使皮
肤暗沉。如要不及时治疗就有可
能转化为色素痣，就不易消除。

当然，痘印的消失需要一段
时间，否则该收缩血管没有收缩还
是不会退，该被细胞运走的色素没
有运走，痘印也没有办法消失。

无论哪种痘印，都需要先治
痘痘，让痘痘不再加重，痘痘的
炎症逐渐消退时，同时配合去印
产品，加快色素的代谢能力，就
能有好的效果。

还有个情况需要区分，痘印
摸上去是平的，暗疮摸上去也是
平的。如果摸上去不平有结节，
就是痘痘内容物还没有排出来，
而表皮已经封口，必须先排除内
容物，颜色才会退。 (秦媛)

都说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
有懒女人，要想拥有好肌肤，那
么我们一定不能偷懒!女性都应
该学习护肤步骤，而最佳的晚上
护肤步骤这很关键，下面我们一
起来学习。

清洁脸部

选择清洁性比较强的洗面
产品，先用温水来清洗脸部，让
脸部肌肤毛孔张开，然后开始使
用冷水让肌肤完全闭合，这样的
方法还有缩小毛孔的好处。

基础护肤

在洗脸步骤结束之后，那么
我们就要开始擦拭一些护肤产
品，爽肤水、精华液、眼霜等，这
些步骤都不能少!

敷面膜

以上步骤结束之后直接把
睡眠面膜直接敷在脸部，注意要
避开眼睛、嘴巴部位。

睡眠面膜，就是在睡眠的时
候使用的面膜，能够敷着过夜的
面膜。睡眠面膜有水洗、免洗两
大类。

免洗型的睡眠面膜，就是利
用一层厚厚的精华液敷在脸部，
阻绝面部肌肤和空气的接触，从
而控制水分的蒸发，软化脸部肌
肤，帮助水分和营养的吸收。

而一般的睡眠面膜其质地
都是啫喱或者乳霜质地，这种睡
眠面膜需要用温水清洗干净才
能睡眠。

另外的一种睡眠面膜其实
就是质地比较清爽，其渗透性比
较强的产品，等到完全吸收之
后，在肌肤表层之后留下一层保
护膜，让水分和营养被锁住。

“隆鼻”这个词大家早已熟
悉了。然而，在门诊上经常遇到
求美者问：“给我隆鼻用什么材
料？”。那么，隆鼻材料有哪些？怎
么去选择这些材料呢？

固体硅胶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价
格低廉，目前临床首选的隆鼻材
料之一。其主要缺点是，不能与
机体建立起血液循环，仅为纤维
组织包绕，故可在组织薄弱处穿
出皮肤，由于纤维包膜的挛缩，
可出现硅胶假体的“体表投影”，
影响外观效果。近些年，医生们
在硅胶假体鼻尖部加上耳软骨
帽减少了假体穿出皮肤的几率。

膨体除其生物相容性除同
固体硅胶一样好外，膨体还有其
微孔结构，人体组织、细胞及血
管可长入微孔，形成组织连接，
如同自体组织一样。膨体价格昂
贵，影响了普遍应用。

自体骨组织

移植后材料易成活，不发生
排斥反应。多取自于髂骨，亦有取
自肋骨、胫骨、颅骨等。取材会造成
求美者的痛苦，甚至可能发生并发
症，远期还可能发生骨吸收，造成
外形改变，故受术者难于接受。对

无特殊畸形的受术者来说，是难以
接受的。目前已较少用于隆鼻美容
术。但对于复杂的鼻畸形或严重鞍
鼻的矫正，还是需要选用自体骨移
植的。

韩国、日本、美国的求美者
较容易接受自体肋软骨来隆鼻。
因此，国外多使用自体软骨移植
塑形技术来美化鼻子。耳廓软骨
和鼻中隔软骨的骨量有限，因此
多结合异体材料使用，被称为

“软骨帽假体”。“戴”软骨帽的假
体不会顶穿鼻尖，更不会引起鼻
尖发红。单用耳廓软骨和鼻中隔
软骨美化鼻尖也会收到很好的
效果。近年，国内越来越多的医
生也在鼻整形手术中使用自体
软骨移植塑形技术。

同种异体组织

同种异体骨与软骨组织，经过
特殊处理后，作为隆鼻材料，起到暂
时性机械支持作用，最终为自体骨
取代，由于同种异体组织的来源困
难，数量及质量难以保证，在中国极
少使用。韩国、日本较多使用。

玻尿酸

玻尿酸是人体真皮组织的
成分之一。利用玻尿酸的膨胀效
果让凹陷鼻梁涨起来。但是打进
去的玻尿酸会慢慢被人体吸收，
所以想要维持效果，就需要按时
注射，不然效果就会慢慢淡去，
最后完全消失。这种方法仅限于
轻微的鼻梁凹陷，对鼻尖的塑形
没有理想的效果。

生物工程材料

隆鼻术前，从患者身上取一
点软骨，通过生物工程技术获得
个性化鼻体，然后稍做修整，用
做隆鼻术中，也可称为器官再
造。其优势为绝无排异、形态自
然、修复功能强等。生物工程材
料隆鼻被医学界普遍认为是未
来隆鼻的发展方向。

医生和求美者在选择隆鼻
术式和隆鼻材料时都是本着物
美价廉、安全高效、最小痛苦和
最好效果的原则，因此求美者不
要忽视了医生的合理隆鼻方案。

本期专家：烟台三有医疗美容门
诊主治医师尤克济
主持人：朱桂杰
咨询热线：0535-6211828

互动邮箱：ziyitianyu@163 .com

健康的牙齿是形
成完美笑容的基础，
完 美 笑 容 有 三 大 要
素，即牙齿颜色、牙齿
显露比例、牙齿健康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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