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烟台编辑：朱桂杰 美编/组版：孙雪娇2012年9月14日 星期五消费·妆容C26
格祛痘课堂

解密治痘

N种方法

格香水物语

香水应该这样喷

格行业资讯

佐康专业祛痘中心

别让痘痘影响孩子一生
9元团购当次见效、一个月治好“极重度痤疮”

格健康美牙

中国好声音金池“牙套妹”坚强不服输

数码冠，让美牙梦不再远

刘芳翘睫重睑术

让眼睛灵动美丽

这段时间因为接到家长咨
询孩子长痘、治痘的问题，通过
一直和秦媛店长期接触了解，

小编发现，在众多治痘患者中，
还有好几位 1 0 岁左右的小痘
友，在妈妈的陪同下来的。妈妈
们讲，孩子只爱吃肉，不吃青
菜，并且特别喜欢吃快餐油炸
食品，洗脸清洁也不认真，和大
人一样熬夜。

油炸食品、激素超标的食
物、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等会
让孩子大约在10岁左右就开始
有毛囊堵塞、陆续长痘的情况出
现。炎症是随着时间逐渐加重
的，及早治疗，可防止炎症恶化，
避免留下痘坑影响孩子一生。

据小编了解：位于芝罘区第
一大道1106-2的清颜祛痘中心
(总店)作为烟台最早的专业痤疮
治疗机构，技术成熟精湛，落户
烟台5年来，已为数千名痘友解
除了烦恼。而位于开发区海诺大

厦的佐康祛痘中心，作为总店的
扩张，凭效果，也得到广大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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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常年长痘形成暗疮、痘
斑、各种大脓包、囊肿、连片粉
刺、青春痘、毛孔粗大、痘印、酒
渣鼻。针对乱用祛痘产品引起的
过敏、激素依赖痘、反复治疗失
败的患者，有奇效！

最近发现有些无证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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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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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店面扩张，为储备优秀治

疗师，常年招聘美容师、带薪培
训学员求职电话13280914210)

庾澄庆说：“金池的歌声像
讲一个故事，一曲《夜夜夜夜》唱
出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特质，
让人不得不为这个故事喝彩。”

“车祸掉了两颗门牙，戴着
假牙套我还是在唱歌。”披肩长
发，湖蓝色紧身裙，金池一曲《夜
夜夜夜》，让四大导师动容，在她
演唱完的最后一刻，全部为她的
歌声倾倒。

“一开始，我拒绝参加《中国
好声音》。”金池的回答，让人有
些意外：“可能是自己性格的原
因，我不喜欢参加任何比赛。2002

年我曾经参加过亚洲音乐节的
选拔，彩排的时候表现很好，但
一到正式比赛就发挥失常，让我
对自己产生很多埋怨，自此以后
我拒绝任何形式的比赛。”

在节目中，金池告诉大家，
十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令
她声带受损，将她一直以来引以

为傲的声音夺去。但金池对音乐
的热爱丝毫不减，“车祸掉了两
颗门牙，戴着假牙套我还是在唱
歌”！她顽皮地说：“之前透亮的
张惠妹般的嗓音消失了，取而代
之的是女阿杜和女杨坤，只能走
哑嗓子路线。”

数码冠，即刻告别临时牙(假
牙套)，还原真我！

鹏爱(曹博士)口腔美容中心
于博士说，解决自身牙齿问题一
定要到专业的口腔美容中心进
行治疗。鹏爱(曹博士)数字口腔
中心引进全套超导可视无痛系
统，有效、便捷地帮助医师判断、
设计美牙方案，做到省时高效无
痛。并且美牙专家会根据您的牙
齿形态、脸型等黄金比例为您打
造适合自己的牙齿，美牙中心采
用 “无菌诊疗模式”，真正做到
专人专诊专治专机专用，有效杜
绝各种细菌性、病毒性、传染性

疾病的交叉感染。
选择数码冠美牙的5大理由
◎最美观：

采用3D数码定位技术，对顾
客牙齿的自然形态和颜色全面
分析，制定出最适合你的牙齿美
容方案，成形后的牙齿美观大
方。
◎最逼真：

采用德国VITA比色技术，
通过29个牙色层次类比，确定出
最合适你的美容冠牙色。
◎最安全：

美国“碧蓝麻”无痛技术，美
牙不需动及牙根，更不会拔牙，
彻底解除您爱美又怕痛的顾虑。
◎最坚固：

数码冠以最小的牙齿损伤
来最大程度的恢复美观效果，使
龋害“无孔可入”。可保持终生不
脱落。
◎最高效：

顾客从美牙咨询到美牙结
束只需7天时间来院两次。方便
快捷，大大提高了美牙的效率。
哪些人适合做数码冠美牙？

各种黄牙、四环素牙、氟斑
牙、龅牙、虎牙、老鼠牙(个小牙)、
地包天、前牙拥挤、牙齿缺损、烤
瓷失败、错过矫正黄金期的成年
人等牙齿问题，都适合“数码冠
牙齿美容”。

美牙贴士：
如果您正在被难看牙齿所

困扰，请及时拨打本报设立美牙
专线：13954555093

“巧笑倩兮，眉目盼兮”，自
古美女，最美的不过是那一泓
望不穿的秋水，媚气十足，骤现
灵气。眼睛，秋水流长，灵动的
美丽。

但是总听见有人这样说，
我的眼睛小，我特别羡慕那些
眼睛大的人；有人说，我是单眼
皮，我特别羡慕有着大大双眼
皮的人……近日，记者来到南
大街 1 5 0号雪玉花苑 1号楼，采
访了刘芳医疗美容整形医院的
刘芳院长。

她说，“眼睛是心灵的窗
户”，所以怎样才能使眼睛变得
美，是众多求美者所追求的。

“刘芳翘睫重睑术”，雕琢极具
个性魅力的双眼皮，更精细、更
自然、更艺术，使你秋波流转，
倾城魅惑。

据了解，“刘芳翘睫重睑
术”摒弃传统埋线法时间短、

适 用 局 限 的 缺 陷 ，抛 弃 切 口
双 眼 皮 恢 复 慢 、流 线 疤 的 弊
端 ，既 保 留 传 统 埋 线 ( 高 分 子
形成术 )简便、创伤小的优点，
又 吸 收 切 口 双 眼 皮 效 果 可
靠、持久的优势。刘芳告诉记
者，把眼部分成黄金线，按毫
米 精 确 预 留 ，既 可 以 祛 除 眼
部 皮 下 多 与 组 织 及 脂 肪 ，而
且 术 中 损 伤 极 小 ，术 后 眼 部
自然无痕，效果持久。同时伤
口小，所需局部麻药少，消肿
快，恢复更快、更自然。

最后，刘芳向广大求美者
推荐“迷人灵动眉眼整形经典
项目”，即翘睫重睑术、韩式开
眼角、无痕去眼袋、眼部童颜
术、上睑下垂矫正术、内眦赘皮
矫正术、眼部失败整形修复术、
提眉、切眉、三合一美眉术，为
广大求美者的变美计划提供有
价值的借鉴。

关于刘芳
烟台刘芳医疗美容整形是

一家开展整形、美体、美肤疗肤
于一体的专业医学整形美容机
构。它以精湛深研为基础，依托
于世界最前沿的高新科技，以及
全面的整形美容项目广泛服务
于患者和爱美之士，赢得了社会
各界的青睐和好评，是该领域专
业而权威的机构。为追求更高境
界的服务，刘芳医学整形美容中
心引入了高素质的服务体系，全
体员工均接受星级化服务培训，
不断加强同全国同行业及世界
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刘芳全体员
工秉承“不懈进取、真诚关爱、创
造美丽”的信念，积极将先进的
医学技术应用于临床，为爱美人
士提供优质的医学美容服务，用
心成就您的美丽。

出生于医学世家的刘芳女
士，1994年一手创办了烟台市刘

芳医学美容整形公司，十年磨砺
终成果，如今专业的知识以及丰
富的临床经验打造了刘芳医学
美容品牌。在专业的医学理念指
导下，刘芳女士在颌面整形外
科、医学美容、激光、光子治疗皮
肤等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医学
见解。多年来担任中国科协医学
美容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
美容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医学美
容协会会员。被国际高雅美容学
院授予美容导师金牌。

咨询热线：13954555093

传统的一些祛痘方法，使我
们很容易走进治痘的误区，例
如：

1、一些内服制剂大多含有
高浓度的雌性激素，其副作用
如：男性女性化，女性影响生育
等；

2、产品含有化学成分对皮
肤有害，用后脱皮，痘虽然平复
了，但是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3、产品含有激素，易复发，
有副作用，对孩子的发育不利；

4、产品起效慢，疗效周期
长，心理负担重，治愈后反复发
作等弊端。

痘痘是皮肤炎症问题，不及
时治疗会逐渐加重。有些人对照
症状，自己买些药膏随意擦抹，
却不知虽然表面消炎了，却会让
毛囊形成暗疮、紫痕，容易复发。
如果乱用了市面上含激素的产
品，容易导致毛细血管萎缩和表
皮硬结症。严重者对脏腑器官都
有损伤。正确的治疗方法很重
要，治痘的同时要兼顾皮肤的修
复和调理，治痘要效果更要安
全。建议痘友一定要到专业正规
的祛痘场所，配合专业的毛孔疏
通仪器，接受系统的疏通调整治
疗，这样治好的痘痘才不会复
发。 (秦媛)

喷香水如果方法不正确，即
使香水质量再好也是无济于事，
没达到理想的效果。采用喷香水
的正确方法既能达到节省香水
的目的，也能达到喷香水的效
果。
喷香水的正确方法：

香水不要一次擦太多，少量
多处才会令人觉得你是笼罩在
一片香气之中。为避免香味过于
浓烈刺鼻，可以将香水喷于外套
或夹克内侧，或擦于指尖与耳
后。若想要制造迷蒙而若有似无
的香水效果，可以先将香水喷空
气之中，再以迅速的动作在其中
旋转一圈，如此一来，香味分子
就可均匀地落在身上；不过使用
这种方式香味维持的时间较短，
同时用量也较大。绝对不能将香
水喷洒于珍珠饰品、毛衣以及皮
件上，因为香水中的酒精成分容
易破坏这些东西的质料，而且也
会留下痕迹。

每天使用相同的香水，容易
因自己的嗅觉疲劳而越喷越多；
为避免嗅觉疲劳，相同的香水最
好不要连续使用三天以上，你可
以选择二至三种香水互相交替
使用。

白天使用浓度较淡的香水，
到了夜晚若有约会或宴会，再补
充浓度较高的香精。喷洒香水可
以以较淡的淡香水或古龙水打
底，然后再以香精或香水加强，
可使香味维持较长时间。香水可
以分装在小香水瓶中使用，但如
果小香水瓶在之前曾经装过其
他的香水，务必先用酒精将香水
瓶清洁干净，并确定瓶内原有的
气味以不存在后，再装入新的香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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