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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身身材材重重回回自自信信
新年聚会

教你化完美的眼妆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为了迎接
新的一年，在开年的派对上妆容绝
对不能轻视，一起来学习无辜下垂
眼妆和喵眼妆吧。

下垂无辜眼妆
Step1：使用保湿面霜滋润肌

肤后，选择质地轻盈的粉底霜点涂
在脸上几个区域，然后用指腹均匀
推开，痘疤或是色斑位置用遮瑕膏
遮盖。

Step2：接下来是眼妆部分，先
用金棕色的眼影膏作为打底涂抹
整个眼窝，这样既可以提亮眼妆，
也可以让妆容更持久。

Step3：接着再用金棕色的眼
影晕染上眼皮，不需要太花俏的眼
影，简约自然就好，而且金棕色在
夜晚会显得格外夺目。

Step4：选择棕色的眼线笔，沿
着睫毛的根部画出细细一条内眼
线，眼尾处平拉就可以，不需要刻
意向上挑。

Step5：眼妆完成后，用粉色腮
红打圈圈扫在苹果肌处增添好气
色，最后涂上粉色唇膏无辜下垂眼
妆就完成。

喵眼妆魅力难挡
娇媚霸气小猫眼：这种霸气的

小猫眼妆容既不会显得很夸张，又
提亮了整个眼睛的轮廓，变得俏皮
可爱起来，重点是以45°向斜上方
稍稍画出一点，整个眼睛就会立马
变得不一样。

灰色猫眼妆：黑色和灰色交织
的猫眼妆是最不容易出错的眼妆
之一。比较适合年会晚宴与朋友的
新春派对妆。从眼睑中间画一条比
较细的线条，一直轻轻的画到超过
睫毛线就可以了。将不同亮度的灰
色亦或黑灰混合色眼影轻柔的覆
盖眼皮，最后涂上黑色睫毛膏即
可。

低调烟熏猫眼妆：沿着上眼皮
画眼线，并在眼尾处与下眼角自然
融合，这样画出来的妆面比较自
然，能给人留下温柔的印象。将眼
影涂满眼窝，眼线笔沿着睫毛缝隙
勾勒上眼皮轮廓，并在眼尾处与眼
角自然融合。如果觉得不够浓烈，
那么可以尝试再用眼线膏加深一
次轮廓。

很多女性为了改变身材
和体型的不足，让身材变得
更漂亮，增加整体气质和自
信，都经历或尝试过减肥或
美体，结果却是很大一部分
人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短
暂的体重改变，为身材后期
变形埋下隐患。没办法，为了
保 持 体 型 只 能 盲 目 控 制 饮
食，结果导致饮食结构不合
理，最终影响健康，加剧了身
材的变形和老化。还有很多
人，为了美丽，采取不当的方
法，对身体造成了伤害，后果
相当痛苦，有的甚至失去了
生命，让人十分心痛。

最近几年，美容美体行
业，电视报纸曝光频率越来
越高。

是否能真正健康拥有

美丽身材并合理保持

罗丹女士，罗丹形体管
理创始人，多年专注于人体
美 学 、营 养 学 、功 能 学 的 研
究，根据多年实践，建立中国
女 性 身 材 多 个 部 位 漂 亮 标
准，创建中国第一家专业女
性身材管理机构，通过建立
漂亮标准，调整饮食结构，修
复变形部位，改变原有身材

不足，最短时间让身材整体
改变，达到体型及着装的最
佳效果。真正能够做到保持
体形长期不变型。多年来罗
丹形体管理帮助无数美容院
长改变身材不足，使体型更
加漂亮并长期保持，使她们
能够更自信地面对顾客。罗
丹形体管理被称为“中国女
性身材管理专家。”

从事美丽行业多年，罗丹
发现很多女性如果及时做到专
业的形体管理，身材是可以改
变的，会比现在体型美很多，并
完全能够做到长期合理保持，
比如，产后是女性后天身材改
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及时
进行专业的形体管理，是对产
后的身材恢复程度和后期保持
体形的关键。

另一个阶段40岁左右的
女性，身材开始变形，如果不
及时做专业的形体管理，当
身材变形严重，再想改变，将
付出很大的代价，难度也是
相当大的。很多女性想爱自
己，却不会爱，想美却没有更
好办法，有的盲目控制饮食，
破坏了合理的饮食结构，也
有的不正确的使用美体衣，
这些都加速了身材的变形。
这些情况在当今的爱美女性

中占有很大比例，因此，我们
有责任让更多的女性健康的
拥有漂亮的身材，并合理的
长期保持，并且打造一个好
的平台，帮助更多有创业梦
想 的 女 性 成 功 创 造 客 户 价
值，改变人生，拥有财富。

罗丹认为，不了解形体
管理，可以不相信，不妨可以
了解一下，试一试，因为所有
经过罗丹形体管理服务的女
士，身材整体气质都有了很

大的改变，她们的身材更漂
亮，她们更自信。

曾经经历过减肥或美体
没有达到理想效果，想让现
有体型更美，对生活品质有
更高追求，有一定经济基础
的女性，想健康的拥有漂亮
身材并合理保持，罗丹形体
管理是您必然选择，只有罗
丹形体管理能让您真正变得
更美，留住美。

咨询电话：13954555093

许多人都希望在新年到来
之前痘痘好了，以崭新的面貌
迎接新年！因为长痘，许多人存
在不同程度的情绪低落、易怒、
焦虑，进而产生自闭心理，影响
人际交往、就业、择偶等。及时
正确地祛除，是皮肤尽快恢复
健康的关键。如果现在就抓紧
时间祛除，过年前就能和痘痘
说拜拜了。很多痘友担心没时
间祛痘，经常间断理疗会影响
效果。其实大可不必担心，佐康
祛痘中心的方法特别灵活，可
根据痘友的作息时间，制订一
套既不影响工作学习又不耽误
祛除痘痘的方案。

案例：30多岁的王女士长痘
反反复复长痘8年了，让她在形
象上苦不堪言，婚姻也曾一度走
向危机的边缘，经过祛痘专家的
系统调理，她曾经长痘的痕迹已

经不太明显。王女士感慨地说她
就像换了新生一样。针对这种情
况，秦店长提醒大家，祛痘越早，
伤害越小，不要因为不重视，而
给一生带来遗憾。

佐康专业祛痘中心是国际
青春痘防治协会的理事单位，
落户烟台7年来，采用清、调、
修、补、的祛痘疗法，配合专业
毛孔疏通仪器使皮肤恢复通畅
健康的状态。哪怕因为压力上
火产生的许多油脂，也能顺畅
地代谢出去，毛囊不堵，毛孔没
有垃圾堵塞，以后也不爱长痘
痘了，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达
到祛痘不反弹！

佐康专业祛痘针对：
>>青春痘、连片粉刺、痤

疮，一次性祛除，永不复发；
>>永久祛黑头，収细毛

孔，快速去痘印，3天见效；

>>根治乱用祛痘产品产
生的过敏、激素依赖皮炎等，有
奇效！

寒假“99元3次”体验健康
祛痘等你参加！

咨询电话：18663840980

身材
变形老化
影响整体
形象和自
信。

我们
让您整体
改变拥有
自信身材。

我们可
以做到60岁
一样拥有迷
人身材。

新新年年到到来来前前 结结束束战战““痘痘””
佐康专业祛痘中心：二十天祛除重度痤疮！

缤纷彩妆

祛痘课堂

健康美体

预防猝死 刻不容缓
三九的天气是越来越冷了，这

也是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心肌

梗死、脑中风患者猝死的高发时间

段，了解疾病起因，改善不良生活

习惯，做到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是

减少猝死发生的重要手段。

●身体在低温状态下，外围的

血管会收缩，造成血管阻力及血压

的上升，而且心脏负荷增加，增加

脑溢血和心肌梗塞发作的机会；

●由于寒冷，身体消耗能量

以产生热量，心脏负荷加重，增加

心肌梗塞发作的机会；

●寒冷的时候，活动力减少，

包括脑、心肌、内脏血液灌流因而

减少；

●冬季因排汗减少，水也比

较少喝。尤其老年人口渴的感觉

差，常见水分摄取不足，血液黏稠

度增加，血管阻力及血压上升，血

栓也更容易形成，增加脑梗塞和

心肌梗塞发作的机会；而血栓的

形成是一个长期缓慢形成的过

程，大鱼大肉，身体的代谢能力的

逐步低下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近年来，心脑血管类疾病开

始垂青中青年人群，特别是知识

分子、脑力劳动者，甚至以猝死、

过劳死等突发的形式出现，让人

措手不及，令人心痛不已。

而心梗、脑梗的定时炸弹就

是冠状动脉内的粥样硬化斑块和

血栓及其所造成的，再小的斑块

和血栓一旦严重堵塞血管，造成

血管破裂，只要数分钟数小时，即

可由血栓形成造成冠状动脉严重

堵塞，形成急性冠脉综合症，这就

是急性心肌梗死、脑梗(中风)或猝

死的最主要原因；

从生理方面说，心性猝死是

在有一定内外病理因素上的爆发

过程，因此它不发生在健康心脏

上，不眷顾正常人。从心理等无形

的方面说：个人对健康生命的漠

视和糊涂是最终导致悲剧发生的

主要原因，但社会因素也不可忽

视。在一个竞争激烈、物竞天择的

社会中，人们小到为了自己、为了

家庭、大到为了国家、为了社会、

甚至全人类的事业，奔波不已，甚

至急功近利，会产生思想浮躁，心

情烦躁，工作急躁，而社会的状态

反映到人的生物体内，必然导致

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功能失

调，造成一系列亚健康和生活方

式疾病。特别是一些中年人，有因

重任在肩，出于高度责任心的；有

因学术研究，出于执着事业心的；

有因利益驱动，出于利欲熏心的；

还有纯因病于无知死于无心的，

但不管原因为何，结局都一样：失

去了健康，就失去了生命。形象地

比喻，心性猝死可以理解为由定

时炸弹即基本病理因素加引爆操

作即诱发因素共同造成的。两者

必须兼备，缺一不可。

而猝死病人中的大多数都是

有明确引爆因素的，其中以过度

疲劳，情绪激动，精神压力，酗酒，

饱餐，剧烈运动，寒冷，豪饮冰冷

饮料等为主。大量流行病学的调

查研究已充分证明：基本病理病

变即定时炸弹固然重要，而更重

要的是诱发因素，即引爆更是起

关键作用。所幸，这两者都是可以

预防的。

主持人：韦伟
嘉 宾：王建利 院长

电话：6872222


	J3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