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健康美体

罗丹让你变成最美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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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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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已经来临，家长咨询祛
痘的问题逐渐增多。趁着放假，
笔者为“战”痘的朋友寻找克

“敌”良方，让我们去佐康专业祛
痘中心，看她们有什么高招？此
前笔者也连续写过烟台佐康神
奇的治疗效果和她的专业背景，
她是一家全国连锁的专业祛痘
机构，是国际青春痘防治协会的
理事单位。拥有多年的祛痘经
验，入驻烟台6年来，用专业的技
术和效果，赢得了烟台痘友的一
致好评。

笔者在烟台佐康祛痘中心
看到，许多家长陪同孩子在等待
治疗，一打听，原来都是想趁放
假时赶紧把一脸的痘痘去掉。家
长赵先生说：“孩子学习紧张压

力大，长了一脸的痘痘，没时间
治，买了许多药擦，反而更严重
了。因为长痘，孩子心理负担很
重，不爱和人接触，现在放假，赶
紧给孩子彻底治治，别影响孩子
以后找对象、找工作。我打听到，
烟台佐康祛痘中心是一家6年祛
痘老店，专业祛痘痘，口碑很好，
所以就来了，现在经过几天的理
疗，孩子的脸明显见好，孩子也
变得开朗多了。这样，做父母的
也就放心多了。”

笔者了解到，长痘主要是毛
孔堵塞、引发炎症导致的，佐康
会根据每个痘友的长痘的时间
长短及滥用治疗品的多少，制定
一套属于痘友自己的祛痘方案，
非常严重的痘痘，3天左右就见

到明显效果！一个月左右就能彻
底治好。针对各种种粉粉刺刺、、痤痤疮疮、、青青
春春痘痘、、痘痘印印以以及及滥滥用用祛祛痘痘产产品品导导
致致的的过过敏敏、、激激素素依依赖赖性性皮皮炎炎等等，，
效效果果显显著著！！

笔笔者者提提醒醒，，如如果果你你现现在在正正被被
痘痘痘痘困困扰扰，，快快快快报报名名参参加加佐佐康康

““9999元元33次次体体验验健健康康祛祛痘痘””活活动动吧吧。。
别别让让痘痘痘痘给给你你带带来来一一生生的的遗遗憾憾。。
芝芝罘罘区区佐佐康康店店：：66226633993311

开开发发区区佐佐康康店店：：66339988779911

福福山山区区佐佐康康店店：：22113322001188

烟烟 台台 佐佐 康康 网网 站站 ：：
wwwwww..yyaannttaa ii qquuddoouu ..ccoomm

佐 康 总 部 网 址 ：
www.zkqudou .com

全国加盟咨询：18604606080 张
经理

格行业资讯

一个暑假 把“痘”治好
佐康“99元体验3次健康祛痘”活动，现限名额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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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

补水保湿

格美容护肤

想要皮肤水水嫩嫩，补水保
湿工作必不可少，那么众多补水
保湿用品该如何选择呢？下面教
你几招如何选择补水保湿用品。

化妆水

你可不要以为化妆水就是
单纯的水而已，它可以打开毛
孔，再次清洁皮肤残留的化妆品
以及灰尘并且释放更多水分，由
外向内注入水分，让肌肤达到油
水平衡，并更好地引导之后的保
养品迅速被吸收，使肌肤很好地
锁住水分。

千万不要吝啬你的化妆水 !

因为皮肤随时都会受到温度、气
候、紫外线等影响而流失大量水
分，看上去疲惫并且毫无光彩。
充足的化妆水能够让你皮肤饱
满、光亮。如果你出现皮肤干到
脱皮的状况，那么使用大量的化
妆水沾湿化妆棉，敷在脸颊两侧
做引流导入法，可以给肌肤补充
大量水分。

精华液

化妆水的充分保养后，水分
慢慢开始注入皮肤。但化妆水在
渗透的过程中，很容易在表面就
干掉，所以在化妆水帮助皮肤柔
润、打开毛孔之后，要立刻擦上
精华液进行锁水，这样才能够让
水分被精华液中的薄薄油脂层，
护在皮肤内部，渗透基底层补足
水分。

水状或粘稠状选哪种

因为绝大多数亚洲人都是
属于混合性肌肤，T字部位偏油、
脸颊两侧较干。所以建议大家可
以拥有两瓶化妆水，水状的白天
使用，粘稠状的晚上使用。T字部
位油脂分泌过多时，可选择使用
清爽水状的化妆水，而脸颊较干
的地方可以使用滋润粘稠状的，
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做调配，综合
皮肤水油平衡！

眼睫毛能够增大眼睛，提亮
眼神，是眼妆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浓密的
睫毛，今天就教大家三招，让你
轻松拥有浓密美睫。

挑选合适的睫毛夹
挑选一支符合眼形的睫毛

夹，能使睫毛卷翘效果事半功
倍。也就是说，想要拥有卷翘浓
睫，夹睫毛非常关键！如何选择
适合自己的睫毛夹，得视个人眼
形而论，如果你的眼睛弧度大而
圆深，就要挑选弧度明显的睫毛
夹。反之，如果眼形比较平，则可
选购弧度较小的睫毛夹。睫毛夹
每2—3个月要更换一次橡胶，保
持夹睫毛时的弹性，最好不要上
了睫毛膏再夹睫毛，以免黏住睫
毛，造成拉扯。

抗晕染眼部饰底霜防脱妆
要将眼妆发挥得淋漓尽

致，睫毛功不可没，但精雕细琢
的睫毛也可能成为完美眼妆的
破坏王。尤其是刷翘的睫毛容
易与出油眼皮接触，到了下午，
睫毛膏自然就易脱落、变脏。因
此，除了使用打底专用的睫毛
膏外，还要有抗晕染的眼部饰
底霜，这样不仅能帮助眼妆更
持色，同时能保持睫毛膏包覆
功效与时效，使眼妆维持一整
天。

用预热的烫睫毛器补妆
如果经过一个下午，睫毛

下垂或晕花了，千万不要再以
睫毛夹硬夹垂下的睫毛。因为
有些睫毛膏的设计上，定型后
再夹弯，容易使睫毛膏成份脆

掉而碎开，或使原本圆型包覆
的睫毛变扁，也不要再刷上其
它的睫毛膏，容易结块变脏。最
好的方法是准备一支预热的烫

睫毛器，放在睫毛的下方 3秒
后，再往外卷起，如果真的想再
刷睫毛膏，只能挑选防水防油
的睫毛膏。

格缤纷彩妆

三招轻松搞定浓密美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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