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丹健康管理

据了解，所有经过健康管理的客人的健康都得到彻底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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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

专家简介：

罗丹女士，亚健康问题专家、
中国著名健康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18765454212

春季养生 春春天天吃吃这这几几种种食食物物能能润润燥燥

癌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许
多人都亲眼目睹了亲人或朋友不
幸患上癌症，绝大多数癌症患者
承受了无比的痛苦，支付了昂贵
的治疗费用，可是最后仍然没能
挽留住生命。目前世界上绝大多
数癌症是不能治愈的，这是事实。
很多人认为定期体检可以早发现
病症，可是为什么人们每年都做
体检，结果发现得了癌症就是晚
期？因为癌细胞的生成和潜伏期
多达数年！很难及时发现。由于我
们的生存条件不断恶化，世界卫生
组织调查表明：全球每年患各种癌
症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幅增
加，癌症正在成为影响人类生命的
第一杀手。我们应该怎么办？有没
有办法可以预防这些可怕的疾
病，让我们和亲人远离痛苦和折
磨？著名健康管理专家罗丹女士
创建全新健康管理，实现了从治
疗疾病为主到预防疾病为主的重
要转变，帮助每个人对自己的健
康负责——— 掌控自己的健康和生
命，癌症并不是不可预防的。

癌细胞是由正常细胞变异而
成 ,癌症发展前期有6个阶段：乏
力、毒血、过敏、炎症、溃疡、硬化，
最后发展为癌症。专业健康管理
就是在不同阶段及时采取正确干
预手段,消灭重大疾病隐患，最大

程度地降低疾病风险，保证健康。
烟台王女士，45岁，胸部有

肿块，后背有疼痛感，在罗丹健
康管理调理了3-6个月的时间，
肿块消失了，后背的疼痛感也消
失了。王女士感慨道：“幸好我找
到了正确的方法，及时过来调
理，要不然还要切除乳腺，作为
女人，没有胸部太难看了，而且
今后的生活质量也无法保证。”

烟台于女士，50岁，一侧乳腺
切除，在切除乳腺后，身体状况越
来越差，健康指标一直在下降，已
经出现复发迹象。她很担心，到处
找寻阻止癌症复发的方法，尝试
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明显效果。经
人介绍来到罗丹健康管理，调理
了1个月的时间，嘴唇的颜色由原
来的乌紫色变成了正常颜色，于
女士来的时候，膝盖以下腿部皮
肤发黄，现在颜色变得正常了，腰
围由原来的110厘米变成95厘米，
精力也比以前旺盛了，到医院检
查，各项指标都接近健康指标。于
女士由衷地感慨道：“刚切除乳腺
的时候，以为以后没问题了，可是
后来发现自己又要出问题，特别
是看到有的病友因为乳腺癌复发
而去世，特别害怕，不知道该怎么
办，于是拼命寻找方法，遭了很多
罪，花了很多钱，都没有效果，现

在终于找到了正确方法，再也不
用天天感到担心、害怕和无助。罗
丹健康管理让我明白了，健康可
以掌控，生活更有质量了。”

大连张女士，30岁，结婚了
但是还没有生孩子，患有乳腺
癌，暂时未切除乳腺，曾在韩国
放疗了几个疗程。回到大连后，
身体非常虚弱，自己也在不断地
想办法调理身体，但是都没有达
到理想效果，身体还是很虚弱。
通过朋友介绍来到罗丹女子健
康管理，在这里调理了2个月左
右的时间，恢复了正常体力，面
部开始变得红润，以前坐着看电
视坐的时间长了，腿部无力，需
要起来站几分钟才能挪动脚步，
调理了2个月左右，现在无需站
几分钟，起来就能直接走动，癌
细胞也基本消失了。张女士说：

“看到其他客人的变化和效果，
就觉得如果早到罗丹这里来，我
就不用到韩国放疗了。”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体每
天都会产生数百万个癌细胞，正
常情况下这些癌细胞是无法被
检测出来的，直到它们分裂成数
十亿个才能被发现。当人体缺乏
必要的营养成分，摄入不健康的
饮用水、垃圾食物、化学添加剂、
农药残留，以及处在空气污染、

睡眠不足、缺乏日晒和遭受极度
压力的情况下，身体会产生比平
时更多的癌细胞，并使它们大量
聚集最终引发癌症。癌症距离我
们每个人如此之近，提前预防和
干预变得越来越重要。

罗丹女子健康管理每月定
时对每一位客人的身体出现的
所有症状做出准确健康的测评，
及时发现身体不适的原因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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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和清楚自己身体的健康情况，
不用长期怀疑和担心健康，专业
的服务使接受健康管理的所有
客人到目前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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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不
希望自己和家人遭受重大疾病
带来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和痛
苦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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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你想加入我们的团队
吗？现招聘理疗师3名，女，45岁
以下。欢迎加入。

想想苗苗条条？？抽抽脂脂塑塑形形就就能能办办到到美丽讲堂

网络上有句话是：“三月不
减肥，六月徒伤悲。”马上就要到
展露身材的时候了，你还在为臃
肿的身材发愁吗？其实想要苗条
很简单，抽脂塑形就能办到。

腰腹部抽脂减肥术

人们在发胖时，几乎都是
从腰围增大开始的。女士们首
先感到的是下腹部的渐渐隆
起，而男士们则是从上腹部先
开始发胖的。肥胖的腰腹部可
使人的体态雍肿，行动迟缓。

烟台梁医生整形美容外科
梁忠军主任说，腹壁是由皮肤、
皮下脂肪、腹肌和腹膜所构成
的，在抽吸皮下脂肪时，要谨防
误伤腹膜，防止意外事故的发
生，尤其是腹壁组织松弛者。腰
腹部的抽脂减肥术，是直接将肥
大的脂肪细胞取出，使局部的脂

肪层变得很薄，使腰围变细。由
于脂肪细胞被取出来了，反弹变
胖的物质基础不存在了，也就不
会再发胖了。腰腹部的脂肪一次
可以抽吸出800-4000ml，少于
800ml时效果不明显，超过4000ml

时恢复时间需要延长。
人的皮肤具有良好的弹

性，如初产妇在生产以前偌大
的腹围在产后一个月内就能恢
复如初了。在抽脂减肥手术时，
一部分皮下营养小血管受损，
使皮肤的营养相对减少了，过
多的皮肤需要回缩，过一段时
间，手术部位的皮肤就会变得
出乎意料的松紧适度。

臀部吸脂塑形

臀部在人体结构中起着承
上启下的作用，肥胖的臀部，外
观肥大丰腴，缺乏弹性，臀围线

过大，并向两侧外下方松垂，有
时呈倒三角形或四方形。臀部
的两侧与大腿的两侧并无明显
界限，过大的臀部会使人感觉
双腿也变短了。

臀部是由骶骨、髂骨、股骨
上端的大量肌肉和脂肪等组织
构成的，脂肪所占的比例往往很
大。在臀部肌肉的深层有通向下
肢的神经、血管，因为位于肌肉
深层，被损伤的可能性很小。臀
部抽脂减肥的重点在于减小臀
围，将松驰下垂的部分修饰上
提，缩小臀围的宽度，适当地调
整臀部后翘的高度，减少臀上部
的脂肪，使从腰到臀部的曲线圆
滑流畅，减少大腿根部脂肪，使
大腿显得优美而修长。手术是在
臀部和大腿的褶皱处开两个
5mm的小口，分别均匀、对称地
抽吸脂肪，对于与大腿和腰部相

邻的部位，要特别注意处理好过
渡面，避免在身体上留下台阶。在
恢复以后，手术切口的痕迹会消失
在皮肤的皱折里，不会被看出。

女人吃什么

补充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对于女性来说，

很关键，能够很好地帮助延缓
肌肤衰老，起到很好的美容效
果。现在很多美容达人们都把
美容直接放到饮食上面了，下
面就为大家介绍吃什么补充胶
原蛋白好!

动物的真皮

这一类的食物对于女性来
说，这绝对都不陌生，如猪皮、
牛、羊等畜类皮，鸡皮、鸭皮等
禽类皮及鱼皮等富含优质胶原
蛋白。

制作方法很简单，而且还能
够直接做成汤，也可以做皮冻。
鸡皮等禽类真皮脂肪含量稍高。

禽类翅膀和爪子

小女生们对这一类食物，非
常热衷。这些食物中大致是由骨
骼、筋腱、真皮等组成，肌肉和脂
肪等都很少，含量最大的就是胶
原蛋白。

软骨和骨骼

动物软骨和骨骼，特别是软
骨，这些食物都富含胶原蛋白。
这一类食物来源广泛，如猪的头
骨、腿骨、脊柱骨、鸡骨架、鸭骨
架、鱼头、鱼骨、牛骨等。覆盖在
骨骼上面的基本是筋腱、筋膜和
真皮等，这些都是胶原蛋白，女
性们可以多多食用。

深海鱼类

这些鱼肉都富含胶原蛋
白，但分布有差异，鳞片含量最
高，但是食用价值不高；鱼皮的
胶原蛋白含量次之，但一般的
鱼无法剥取鱼皮；大家很容易
忽略的鱼头和鱼骨倒是富含胶
原蛋白。对于鱼肉，其实所含的
胶原蛋白分布很不平衡，那么
平常为了能够美白，大家不妨
多饮用鱼汤！

保健知识

避避免免重重大大疾疾病病，，改改变变癌癌症症结结果果

本期专家:

梁医生整形美容外科梁
忠军主任

咨询电话：18765454212

春天气候干燥，人体水分
易丢失，导致机体平衡失调，容
易引起上火。那么防上火吃什
么好？推荐几种去火润燥的食
物，帮你远离春季上火烦恼。

1、牛奶

很多人认为喝牛奶会加重
“上火”。其实，牛奶不仅不会导
致“上火”，还能解热毒、去肝
火。中医认为牛奶性微寒，可以
滋阴、解热毒，从而发挥了“去
火”功效，而且牛奶中含有多达
70%左右的水分，还能补充人体

因大量出汗而损失的水分。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牛奶

冻成冰块食用，否则牛奶中很
多营养成分都将被破坏。

2、大豆

大豆富含植物蛋白，可以
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还有降
血压和减肥的功效。大豆中含
有的可溶性纤维，既可通便，又
能降低胆固醇含量。可以治疗
便秘，极适宜老年人食用。

大豆异黄酮是一种结构与
雌激素相似，具有雌激素活性
的植物性雌激素，能够减轻女
性更年期综合征的症状，延迟

女性细胞衰老，使皮肤保持弹
性，还有养颜、减少骨丢失、促
进骨生成、降血脂等功效。

大豆中还含有一种抑制胰
酶的物质，对糖尿病有治疗作
用。大豆所含的皂甙有降血脂、
抑制体重的作用。

3、西红柿

西红柿一年四季都可以见
到，营养也很丰富。西红柿性凉
味甘酸，有清热解毒，生津止
渴、养阴凉血的功效。对发热烦
渴、口干舌燥、牙龈出血、胃热
口苦、虚火上升等症状有较好
的治疗效果。

4、蜂蜜

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
有“清热、解毒、润燥”等功效，
早上起床喝一大杯温蜂蜜水，
对化解“春燥”很有好处。中医
认为，蜂蜜味甘，入脾胃二经，
能补中益气、润肠通便。春季气
候多变，天气乍暖还寒，人很容
易感冒。由于蜂蜜含有多种矿
物质、维生素，故能增强人体免
疫力。因此，春季食用蜂蜜对身
体有滋补的作用。

春季嘴唇干燥或脱皮时，
可在睡前用蜂蜜滋润嘴唇，再
涂上护唇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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