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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那些光彩照人的MM，
你是不是特别羡慕？同时，又特
别苦恼“为什么自己不会化美美
的妆 ,尤其是眼妆？”。下面手把
手教你画眼妆。

上眼线从眼尾开始画
首先用眼线笔从眼尾处画。

方法是用手指抬起上眼皮，这样
可以更方便地用眼线笔“填”满
睫毛根部的空隙。

“填”满睫毛根部
第一步完成之后，用“填”的

方式，将睫毛根部的空隙处“填”
满。画的时候，用手指将上眼皮
稍拉起一些，然后用刷子将睫毛
根部和粘膜的部分涂满颜色。

眼尾向外抬高1cm

在眼尾处延长眼线，在视觉
上拉长眼形。手指抬起眼尾处的
眼皮，在眼线末端、近眼角位置
把眼线升高，约1cm，并将翘起
部分加粗，画成三角形。

用眼线笔画出平行下眼线
重要的是在下眼线的眼尾

处，要画出一个平行的眼角，看
上去就像你自己本身的眼角一
样，其实它是假的，就是它让你
的眼睛看起来变大了!

用刷子将下眼线尾部晕开
在上下眼尾处将眼线用小

刷子晕染开，下眼线选用眼影粉
淡淡描画，再点上银色闪粉，让
眼珠水汪汪的，电力十足。

在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影响
着将近两亿人口，是目前人类致
残、致死的首要原因。

闷热天气，加重心脏负荷
梅雨季节气温升高，空气

潮湿，细菌和真菌容易滋生，易
诱发呼吸道和消化传染病。同
时，梅雨季节也是高血压、心脏
病、风湿病等慢性疾病的高发
时节。尤其是心血管病患者，在
气温高、气压低、湿度高的梅雨
季节常常会感到闷热难耐。汗出

不尽、情绪急躁、心神不宁，进
而导致血液循环加快。心脏负担
加重，易导致病情复发或加重。

保护心脏，牢记“三个要”
如何在梅雨季节做好心脏

病的防护工作？具体地说，广大
心血管病患者应牢记以下“三个
要”。

“一要”坚持检测和治疗，切
勿随意停药。

梅雨季节闷热、潮湿的气候
容易使人感到胸闷、气短、烦
躁、心慌，血压容易波动，心脏
负担加重，容易诱发心肌缺血和
心力衰竭。此时，心血管病患者
应加强血压和心率监测。必要
时，可去医院进行心电图、心脏

超声等检查。对可能发生变化的
心血管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
疗。坚持服用药物，切忌随意停
药，以免导致血压波动或诱发心
肌缺血、心力衰竭或心律失常。

“二要”调节饮食起居，重视
饮食调补。

注意劳逸结合，中午打个
盹，晚上莫熬夜，有意识地放慢
工作和生活节奏，放松心情。研
究发现，午睡可以使冠心病、脑
血管病的发生率显著降低，是一
种易行有益的好习惯。时常开窗
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若室
内空气湿度过高，可采取必要的
抽湿防潮措施。衣被要勤晒，室
内不要堆放脏物，也不要在室内

晾晒湿衣服。随时根据气候变化
增减衣物，既要避免暑热，也要
注意避免受凉，尤其要注意避免
淋雨。合适的锻炼对心脏健康有
益，但要量力而行，运动出汗后
应及时洗澡，换上干爽衣物。

心脏病患者的饮食应以清
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尽量
少吃生冷、油腻及辛辣刺激食
物，以免助湿伤脾，引起食欲物
不振，胸闷、嗳气等不适。适当
多吃消暑祛湿的食品，多喝白开
水也是简单易行的方法。既能及
时补充出汗后体内损失的水分，
又有清热解暑的作用。

“三要”适当服用消暑理气
中药，缓解不适症状。

梅雨季节易使人感到胸闷、
气短，心脏病患者宜自备一些具
有理气消胀、消暑除湿作用的中
药，以缓解不适。山楂、乌梅、决
明子泡茶，服用藿香正气丸、藿
香正气水等，都有助于理气消
胀、消暑除湿、健脾和胃。为迅
速缓解胸闷症状，改善心肌缺
血、缓解心绞痛发作，心脏病患
者随身携带麝香保心丸等应急
药品，也是必需的。

梅雨时节 心脏病患者须牢记“三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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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祛痘课堂

暑假祛痘要擦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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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缤纷彩妆

健康的身体、漂亮的体型和
靓丽的仪表，组成优雅出众的气
质，这样的女人会让所有人眼前
一亮，成为这样的女人是每个女
人的梦想和追求。美丽是没有年
龄界限的，为了使中国女性更
美，更自信，罗丹女士首创专业
女性身材管理机构——— 罗丹形
体管理，现来到烟台。
漂亮的体型是美的基础

漂亮的体型，能让人印象
深刻。很多女性特别注重身材
的保持，但她们更多注重体重
的增减，不懂怎样让身材更漂
亮。要想身材漂亮必须根据自
身身材条件进行专业的数据分
析，对身材的局部和整体做合
理的调整和改变，才能使身材
展现出最佳视觉效果。这些是
需要融合人体美学、人体功能
学、营养学等专业的形体管理
才能做的，不是简单的减肥能
做到的。不用节食和手术也能
拥有漂亮的身材是所有爱美女
性的追求，也是我们的职责。罗
丹形体管理创建多个中国女性
身材漂亮的标准数据，会为每
个女性设计最适合的美丽方
案。很多女性通过我们的管理
方案，身材更匀称，比例更协
调，视觉更美，着装效果更突

出。
健康的饮食结构是保持体态美
的基石

一个人没有了健康，不用说
美，什么也谈不上。“在我多年的
形体管理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
普遍的问题，绝大多数人饮食结
构不合理甚至不健康。很多人由
于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加上饮食
结构不合理，影响了身体健康
并导致体重的改变及身材的变
形。”罗丹说。在罗丹形体管理，
纠正不正确的饮食习惯，规范
并建立营养健康的饮食结构，
并指导科学合理的每日三餐
( 不 是 管 住 嘴 ，而 是 吃 得 更 丰
富，更均衡，更科学 )，通过1 - 3

个月健康合理的饮食调理，体
重也逐渐改变并达到合理的状
态，面色健康红润。长期健康保
持好的体型，必须由专业的营
养学与人体功能学相结合，制
定出合理的饮食方案，建立长
期健康的饮食习惯，保持科学
合理的饮食结构做保障，而不
是盲目地控制饮食和服用保健
品和营养品就能做到的。
靓丽的仪表是美丽的翅膀

靓丽的仪表是发型，服装搭配
及色彩和体态的完美结合。有的女
性很爱美，却不会美，不知道怎样

合理改变身材的不足，如何延缓体
态的变形老化，怎样利用身材、发
型、服装进行合理搭配。流行的不
一定适合你，年龄、体态、服饰等多
项综合体系的完美结合，才能最大
限度提升自己的气质。真正做到完
美结合，是一门综合艺术。要想达
到更高层次，必须有专业机构帮
你。“很多顾客通过我们的服务，使
她们在发型、服装的款式和色彩的
搭配上，做到完美的结合，让顾客
周围的朋友以及家人都觉得眼前
一亮，整个仪表给以前有了彻底的
改变，更自信地面对生活。”罗丹告
诉记者。

罗丹形体管理运用人体功
能学和世界首创的独有技术，从
根本上解决影响女性健康及身
材变形的世界难题。从不懂美到
变得更美，并永久保持，让女性
长期保持年龄、体态和仪表的完
美结合，罗丹首创保持10年优雅
体态的全新管理模式。

罗丹女士招收4名学生，35岁
以下，五官端正，身体健康，身材
匀称，身高165以上，为人正直，极
强的责任心，大专以上学历，烟
台户口，培养成为形体管理顾
问，成为全新时尚行业的领先
者，帮你实现自我价值。

咨询电话：13954555093

格健康美体

罗丹让你变成最美的女人
现罗丹女士招收4名学生，帮你实现自我价值

罗丹简介

罗丹女士生于1970年，形体
管理创始人，人体营养学、人体
生态学、人体功能学、人体美学
专家，中国女性身材多项美丽指
标创建人。著名形体管理专家，
世界首创女性身材最新管理模
式。专业解决延缓女性身材变形
老化问题的推广人。

经过忙碌紧张的学
习考试，许多学子终于
可以放下重负，暂时缓
解一下被绷紧的神经，
可痘痘问题接踵而至，
最近因为压力、熬夜而
导致的“压力痘”疯狂生
长，大有抢占每寸皮肤
的趋势。被痘痘困扰的
你，跟随笔者的脚步，了
解佐康专业祛痘的神奇
效果。

据了解，佐康专业祛痘中心
作为烟台首家专业祛痘连锁机
构和国际青春痘防治协会的理
事单位 ,落户烟台6年来，已为数
千名痘友解除烦恼。笔者也在这
里治疗过哦，祛痘技师用吸油机
把堵塞毛孔的油脂污垢吸出来
的瞬间，心情都是透亮的。一次
就能见到明显的效果，并且祛痘
产品健康安全，孕妇儿童皆可放
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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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杜绝了痘痘的反复发
生。

笔者提醒广大痘痘朋友：祛
痘是个疏通、调理、修复的过程，
一定要到技术成熟的祛痘机构，
以免因一些祛痘场所技术不佳，
处理不当而留下遗憾哦。

烟台市内共三家佐康店，即
芝罘区佐康店、开发区佐康店和
福山区佐康店，再无分店，谨防
假冒。

三店联合推出六月优惠如
下：

1、学生顾客当天进店包卡
祛痘，赠送价值128元洁面一支。

2、学生顾客99元3次体验神

奇祛痘活动，有额外惊喜。
3、学生顾客购买指定产品

有特价优惠，详情咨询店内。
咨询电话：1395455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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