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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健康康、、身身材材管管理理备备受受女女性性青青睐睐

罗丹女士，亚健康问题专
家、中国著名健康管理专家、女
士身材管理专家，世界首创健康
身材管理新模式，引领中国健康
美 丽 行 业 。咨 询 电 话 ：
18765454212

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没人
愿意辛辛苦苦积攒的积蓄被一

场病夺走，甚至失去了有多少钱
都买不回来的生命，有的人感觉
身体很好，一年一次的身体体检
都没有问题，可是检查出来就是
大病晚期 ,再多的钱也买不回生
命！据调查人类每年因疾病死亡
数量排在所有死亡原因的最前
面！多少家庭因为疾病导致妻离
子散、家破人亡而遭受痛苦！

是否能够及时预防和消除
疾病隐患，让你不再为健康担
心，使家庭避免遭受巨大的精神
压力和经济压力？想健康不生病
应该怎么办？

烟台芝罘区苏女士今年41岁
体重85公斤，腰腹围110厘米，血糖
不稳、脂肪肝、胸部有肿块、严重
便秘一周一次、身体长期疲劳、长
期睡眠不好、抑郁等不适症状，经
过两个月健康管理健康彻底改
变。她说：我母亲就是因糖尿病并
发症去世的，去年身体实在不舒
服去医院检查有脂肪肝和胸部肿
块，医院也没什么办法，医生建议

到北京大医院看一下。我吃过中
药和保健品，到养生馆做过亚健
康调理但是效果都不明显，长时
间身体不舒服让我感觉活得都没
意思了。到这里做健康管理两个
多月，上星期去医院检查结果脂
肪肝变正常、胸部肿块消失，现在
体重降到70公斤、肚子也变小了、
脸色也好看了。十多年了现在感
觉身体特别轻快，再也不用担心
健康了，心情好了也不抑郁了，如
果不做健康管理真的不知道会怎
么样！健康管理专家罗丹说：其实
保持身体健康首先需要专业健康
管理，健康管理专家可以在早期
发现并及时消除疾病隐患，很多
重大疾病是完全可以避免发生
的，更不会由于重大疾病给自己
和家人带来巨大经济压力和精神
压力而影响生活质量。

罗丹女子健康管理每月定
时对每一位客人身体出现所有
症状做出准确健康测评，及时发
现身体不适原因和重大疾病隐

患，第一时间消除重大疾病隐
患，为每一位客人量身定制健康
管理方案，让客人保持自愈能力
和抵抗力的最佳状态从而保证
健康，让每位客人随时了解和清
楚自己身体健康情况，不用长期
怀疑和担心健康，专业服务使接
受健康管理的所有客人到目前
没有一位发生重大疾病和癌症
情况。你的身体现在有哪些不适
症状？你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担
心吗？一定不希望自己和家人遭
受重大疾病所带来的经济压力、
精神压力和痛苦，如果你不想被
健康问题所困扰，希望自己和家
人能够健康幸福快乐地生活，罗
丹健康管理帮你解决所有健康
问题！

罗丹女子身材管理针对各
种身材量身定制方案，只需到店
三个月就可以彻底改变，保证身
材改变后穿衣服效果让你惊喜！
五十周岁以内的客人可以带着
年轻时侯身材最好的照片到店，

不但可以让你达到或接近照片
上的身材，身材变好后每个月定
期测评多个部位数据，始终让身
材保持最美状态，让你从此不再
为身材担心，轻松保持精致身
材。目前身材管理服务的客人全
部满意！如果你希望身材更精
致！不想让时间和年龄影响你的
身材和自信，来到罗丹女子身材
管理你会看到：结果一定超出你
的想象，年龄不是问题，你的身
材完全可以变得更漂亮更精致！
从此不用担心自己身材松弛下
垂、臃肿和变形。把身材交给罗
丹女子身材管理，她们的专业完
全有能力改变你的身材！给你惊
喜！让你的精致身材随时随地赢
得人们羡慕的眼神！

从即日起至12月30日前到罗
丹女子健康身材管理接受服务
的客人享以下优惠：一、免费赠
送健康管理服务1年 (价值两万
元)；二、免费为两位亲属做一年
健康咨询和健康饮食指导。

精精益益求求精精，，永永不不止止步步
专刊记者 侯博议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
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
享受，对美的精神追求也越
来越渴望，才有了当今整形
美容市场的蓬勃发展。

今日记者走访了位于
芝罘区的刘芳美容整形，从
事医疗美容行业 2 0年的刘
芳，曾多次赴欧美、日韩等
国家学习访问或学术交流，
与国内整形之父共同出版

《面部无痕化提升技术》等
学术著作，被业内尊称为中
国“无痕面部提升第一人”。

感恩顾客

更加用心用情服务

刘芳常常对员工说：人
活着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以前员工认为自己与顾客
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其
实更多的是温暖的朋友关
系，根本不是用金钱来衡量
的。“无论客人消费高还是
消费低，我的服务都是一样
的！”

饮水思源，心怀感恩。

为顾客做一件小事，为顾客
准备一份礼物，这些看上去
很小的举动，包含着工作人
员的用心、用情。正如一位
客人所说：“每次来刘芳医
疗美容除了让自己更美丽
外，心情也特别愉悦，因为
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温馨
的服务。”正是他们始终以

“感恩、专业”为导向，锻造
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才赢得
市场的尊敬。

延缓衰老

永葆青春梦

现今，爱美已不是年轻
人的专利，老年人也对延缓
衰老，永葆青春梦寐以求，
这成为“整形美容学科”迅
猛发展的无限动力。由于近
年 来 的 生 物 材 料 、生 物 制
剂、激光技术、光动力学疗
法、假体材料和功效护肤品
等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
展，为整形美容外科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整形
美容手术提供了新的选择。
刘芳医疗美容推出的自体
脂肪移植术，在延缓衰老方
面更加显著，一般自体脂肪
是采用自身脂肪比较丰厚

的大腿、腹部等部分，取出
填充凹陷的脂肪。刘芳介绍
说：这种技术比较安全，受
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向国际化

专业化迈进

质量是一个企业的生
命线，作为一个民营医疗机
构，保证了“质量与服务”就
保证了企业品牌，而品牌价
值不仅仅体现在一个产品
的需求上，还具有潜在的张
力、消费者情感的满足。“不
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
流 ，无 以 成 江 海 。”刘 芳 表
示，“健康、安全不是一句空
话，是需要实实在在、一点
一滴做出来的，”为此，她斥
巨资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在
国内率先引进光子嫩肤治
疗仪、光纤热塑仪等设备，
与美国著名的“妙桃”、“曼
托”等乳房假体制造商、韩
国整形美容协会等国外著
名机构建立了长期良好的
合作关系，使医院的专业技
术和医疗设备始终站在国
内整形美容行业的前列。全
面吹响向国际化、专业化领
域迈进的号角。

失失眠眠患患者者不不用用再再吃吃药药了了

穴穴位位疗疗法法治治失失眠眠红红遍遍全全国国

近日，人们纷纷相传一种安
全解决失眠的新方法：睡前1小时
只需在肚脐上一贴，不用吃安眠
药，15分钟就可安然入睡，无依
赖，无药害，效果奇特，已在烟台
热销两年，帮助上万例烟台失眠
患者摆脱了痛苦，而且多家三甲
医院患者经三年临床验证，总有
效率99 . 5%，被国家食药监局批准
为国家准字号外用贴剂，命名为

“黄金7小时”失眠贴。
“黄金7小时”是根据古法针

灸理论而来，通过现代科技物理
刺激穴位，打通经络，激发经气，
通过经络感传系统，促进身体的
新陈代谢，调节紊乱的植物神
经、中枢神经系统及内分泌，改
善全身科学管理，滋养五脏，从

而达到安神宁志、补心滋肾、祛
病助眠的作用。只要每天睡前一
小时贴一贴，通过皮肤和穴位，
直接作用于大脑睡眠控制中枢，
在睡梦中持续进行调节，3天明
显改善睡眠质量，7天各种失眠、
睡眠障碍基本消失，3周期不间
断使用，彻底将大脑睡眠控制中
枢调节恢复正常，只需3-5服药
贴，彻底告别失眠 ,无副作用。治
后好,不反弹，是目前治疗顽固性
失眠最好秘方。

另悉，目前该药在本地热销，
详情可拨打0535-6341227或400-
040-6518详询。为庆祝热销两周
年，本报读者试用患者还可以享
受买10赠10，买6赠4的的优惠。活
动仅限5天。

健康美体

医药资讯

据了解所有经过健康管理的客人健康得到彻底改善，到目前所有接受健康管理服务的人无一例发生重大疾病和癌症！
经过身材管理的人身材发生很大变化，所有人身材都变得很精致！

★1、公立医院：
39801烟台毓璜顶医院
39802烟台山医院
39803烟台市中医医院
39804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39805解放军第107医院
39806烟台市口腔医院
39807烟台市传染病医院
39808烟台开发区医院
39809烟台海港医院

★2、民营综合医院及专科医院：
39810华海白癜风医院

烟台推广中心
39811烟台康爱眼科医院
39812烟台白石肛肠医院
39813烟台百信妇科医院
39814烟台成友中医院
39815烟台富顺医院
39816烟台海洋医院
39817烟台京城男科医院

★3、美容整形医疗机构：
39825烟台韩秀整形美容外科
39826烟台华美医疗美容
39827烟台华怡整形美容
39828梁大夫整形美容外科
39829刘芳医学整形美容中心
39830烟台美神医疗美容门诊部
39831烟台三有医疗美容门诊部
39832烟台鹏爱美容整形医院

★4、体检机构：
39833烟台慈航体检中心
39834烟台慈铭体检中心
39835烟台福田健康体检中心
39836烟台弘康体检中心
39837解放军疗养院体检中心
39838工人疗养院体检中心
39839胜利油田疗养院体检中心

一、组织单位
主办方：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二、参与互动：

在本次活动参与投票者中抽取一等奖2名，赠送价值
1000元体检卡，二等奖5名，赠送价值500元体检卡。三等奖
10名，赠送价值200元体检卡
三、投票方式：

1、短信投票：编辑候选企业编号，如为3 9 8 0 1号投
票，请编辑短信3 9 8 0 1，山东省移动、联通、电信发送到
10628787210，用户每天限投20票。(信息费：1元/条，不

含通信费 )。
2、电话投票：山东省联通固定电话拨打16893297，

按语音提示，输入候选企业编号进行投票。(信息费：1

元/票，不含通信费)。每部电话每月信息费上限500元。
3、网络投票：登录烟台大众网专题页面进行投票，每个 IP地

址每天限投 1 0次，每次投票数量不低于 3家，违反投票数量规定
视为无效票。

4、投票比重分配：短信投票30分、语音投票30分、网络投票40分。
四、投票时间
公众投票时间：12月9日8时——— 12月31日17时。

“2014——— 烟台医疗行业

年度风云榜评选”带领你找寻

全烟台市医疗行业最值得信

赖的医疗机构 (科室 )，让那些

贴心的健康服务更突出，惠泽

更多的市民！本次评选设立百

姓信赖奖、星级服务奖、就医

环境舒心奖。

39818烟台仁爱医院
39819烟台首尔耳鼻喉医院
39820烟台送子鸟医院
39821烟台泰山中医院
39822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39823烟台烟城男科医院
39824烟台中大肛肠医院

活活动动咨咨询询电电话话：：1188776655445544221122


	J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