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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铁2号线即将正式运营，人们的出行越

来越方便，生活的便利也开始显现，你的美丽之旅

也更加便捷。

据了解， 乘坐成都地铁二号线从一品天下站

下车步行300米就将抵达悦好整形美容大厦，而乘

坐地铁二号线到达通惠门站后步行100米即可到

达维美时尚医学美容。维美“祛斑牛人”欧海波表

示，将在过往每天5个问诊名额的基础上再增加黄

褐斑看诊名额，“以往，很多市外前来看诊的顾客

经常找不到路， 但是我们实行的是预约定时看诊

制，所以很多人因此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等待上，

给快速生活带来不便”。同时，伴随着交通带来的

便利，悦好整形开始对外立面改造，为爱美女性营

造更佳的美丽空间。

为庆祝二号线开通， 两家医院将在国庆期间

为顾客带来惊喜的折扣与服务。

（吴筱颖）

眼周像BABY一样吹弹可破

体验者：刘女士 私企老总

体验项目：活力之源“氧心美眼”

体验前的状态：

眼部皮肤呈现一定程

度的晦暗、粗糙、缺水。

体验后的状态：

两眼明亮充满光泽，眼

纹淡化很多，眼周肌肤光滑、细腻、润泽，还

有嘟嘟的弹性，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刘女士

惊喜地发现理疗后身上仍留有淡淡的体

香，那是印尼特有的伽姆粉、檀香、茉莉精

油的香味，似在原生的天然氧吧内，感受身

体与心灵的亲切对话。

蔡博士点评：

活力之源注氧仪是运用高压注氧和喷

氧技术打造， 根据空间大小和客户的眼部

状态， 有控制性和选择性地释放一定浓度

的负氧离子， 让眼部及全身肌肤置身充沛

的原生态活氧环境。 这是丹凤眼的又一高

效理疗美容仪器，丹凤眼美眼专家认为，在

疗眼、 养眼之后， 美眼不仅仅是局部的理

疗，更是全身心的调理之后，带给眼部由内

而外焕然的活力。

眼袋、眼部皱纹 Goodbye

体验者：张女士 资深媒体人

体验项目：专利

ERF

智能眼部治疗仪

体验前的状态：

眼周鱼尾纹、法令纹明

显，下眼睑松弛下垂明显，皮肤暗淡无光。

体验后的状态：

眼角的鱼尾纹和法令

纹减淡，“最明显的感觉是美眼产品在仪器

和手法的作用下进入肌肤快很多、 深很

多。”张女士说，对比理疗前后，她发现皮肤

毛孔明显缩小， 即使早上起床近距离看镜

子，也不会看到毛孔张开“大口”呼吸。

蔡博士点评：

ERF

专业眼部治疗仪是运用光学能量

提升的原理，刺激眼部真皮层肌肤，有效收

缩毛孔，镇静肌肤，唤醒人体自身胶原蛋白

的再生，让松弛的皮肤向上提拉，绷紧。这

台机器除了对眼袋、眼部皱纹有用外，还能

快速改善面部晦暗、 无光泽、 缺水发黄现

象，能嫩白肌肤，有抗皱紧肤、改善真性和

假性皱纹、溶脂塑型等效果。

天啊，我也可以有双明星眼

体验者：彭女士 某写字楼职员

体验项目：专利

BIO

细胞仿生能量仪

体验前的状态：

眼部局部有脂肪，眼袋

很突出，眼周肌肤出现松弛现象。

体验后的状态：

“体验完之后觉得脸特

别干净，补水和收紧的效果非常明显。感觉

眼部周围紧紧的，皮肤很滋润、细腻。”彭女

士表示，在体验之后两天，她发现脸部特别

是T区的油脂分泌也达到了平衡状态，再没

有油腻腻的感觉， 眼睛也感觉变得如明星

一样神采奕奕！

蔡博士点评：

BIO

细胞仿生能量仪，通过高频离子渗

透及离子振荡，改善肌肤微循环，清除自由

基，刺激皮肤分泌胶原蛋白，促进肌肤新陈

代谢，加快色素分解，抗氧化，让肌肤白皙

无瑕。

很多人担心仪器的安全性， 其实这个

担心完全没有必要。 丹凤眼的专业眼部理

疗师会根据客户皮肤所能承受的最大能量

值来调节，定制一对一美眼抗衰方案，并且

会不断询问客人是否感觉舒适， 不会有任

何危险。

黑眼圈，我终于把你甩了

体验者：严女士 家庭主妇

体验项目：

BSRF

专利美目仪

体验前的状态：

黑眼圈非常明显，自嘲

就像画了烟熏妆。

体验后的状态：

黑眼圈感觉减轻，眼尾

部分皮肤明显收紧， 长期眼部浮肿的问题

也明显缓解。令人惊喜的是，脸部色斑也有

了淡化现象。

蔡博士点评：

BSRF

采用的是德国最先进的超劲脉

冲技术， 在

2450MHZ

的超强频率下以每秒

24.5

亿的极性变换刺激特定的穴位和经络，

以恢复皮肤弹性，解决皮肤干燥问题。

眼部的护理和保养是长期性的， 因为

人是一个活体， 每天都有新生的细胞和死

亡的细胞，做完一个疗程后，建议做保养就

可以保持更好的效果了。

一些年轻的女性， 在月经来潮前或月经期间牙痛就会如

约而至。这是因为生理方面的原因，女性更容易患上牙龈炎，

而且在排卵期内，也就是月经期前，牙龈炎症水平较高。所以，

部分症状较严重的女性常在经期前饱受牙痛之苦。

以色列的医学研究人员曾对15名年龄介于20至50岁之间

的女性，安排她们每年数次到牙医处检查。每次检查都是在其

月经期的不同阶段进行。研究人员发现，女性在排卵期内，牙

龈炎症水平较高；而在排卵期前，牙龈炎症较低；女性进入月

经期后，牙龈炎症会进一步降低。科学家们分析，牙龈炎的发

生与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系。在激素水平最高和最低时，

均可能会通过对血管、白细胞或免疫系统的作用，从而影响牙

龈的炎症状况。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在一个月中会有所波动，

这就是女性在每个月总有某段时间， 牙龈炎症更为严重的原

因。

然而因为大多数女性牙龈疾病并没有症状， 因此许多女

性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牙龈炎症是否加重。 有些女性在

月经期、妊娠期出现牙龈出血，可发生自发性出血现象，还可

有牙龈发痒、发胀、疼痛的感觉。这是由于其平时就存在轻症

的牙龈炎，在体内雌激素增高时，牙龈发炎、出血的症状加重

所致。

体内激素变化虽然导致牙病加重， 但并非女性周期性牙

病的病根。专家认为，想彻底治愈牙病周期疼痛，还是应该从

根本上防治牙病的产生，才能减少它们的周期性发作。

（黄文娟 整理）

秋燥伤眼

教你“美眼”魔法

金秋双节，丹凤眼为蓉城市民带来“眼龄逆转魔幻之旅”

特邀美眼专家：蔡光欣

蔡光欣博士

被誉为亚洲美眼大王、 中国护肤

品制造业之父

资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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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工程师

丹凤眼专利眼护产品研发者、项

目研发总监

经过了一个夏季的奋战， 皮肤积

累了层层“毒素”，而秋季不仅面临艰巨

的排毒压力，还要经受秋燥的考验。最直

观的表现就是脸部及眼周浮肿， 一整天

都没睡醒的样子。美眼其实有魔法，一些

爱美的女性早已在北京丹凤眼国际眼部

理疗美容连锁，体验到了集身、眼、心为

一体的养眼奥秘。

近日，高露洁棕榄

（中国）有限公司携手

中华口腔医学会在京

举行“情系中国20年，

致力口腔0问题”大型

发布会，并启动了“高

露洁口腔健康月”活

动。

高露洁将于今年9

月19号和20号，在全国

92个城市，834家医院

和诊所，为消费者免费

提供专业口腔检查与

涂氟防蛀的服务。消费

者上网搜索“口腔0问题” 登录高露洁活动官网

w w w .zerocavities.com .cn即可免费预约。一年一度

的免费活动不容错过， 赶紧选择就近医院预约检

查时间吧！

高露洁进入中国20年以来，一直通过媒体、商

圈、超市店内、医院诊所等途径，进行口腔知识的

教育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口腔健康的知识。今年

5月18日， 高露洁在一天内为70388名小学生进行

口腔检查和口腔护理知识教育， 一举打破吉尼斯

世界纪录。

（彭运

)

秋燥最伤眼！如果你有眼袋、眼纹、黑

眼圈， 借助专业眼部理疗技术如北京丹凤

眼国际眼部理疗美容机构的多项专利技

术， 正是由内而外逐层修复受损眼部衰老

的不错方式。 为此， 丹凤眼今秋特别推出

300元V IP定制美眼抗衰体验疗程。300个活

动名额现还余少量名额，有眼袋、眼纹、黑

眼圈困扰的女性朋友们快抓紧机会， 报名

参与。

（黄文娟）

300个美眼名额

抢定中

月经前牙病会加重

毛巾有什么用？它可不仅仅能用来擦擦洗洗，巧用毛巾进

行热敷，还有许多健康妙处。因为，中医上讲“温则通，通则不

痛”，用毛巾热敷就能达到温通的效果。

注意，热敷时应选择洁净的毛巾，在40- 45℃中的热水中

浸泡，拧干后敷于患处，但不要太烫，接触处的皮肤不应感到

灼痛。最好在患处盖一层干净的布或棉垫。一般每5分钟更换

一次毛巾，有条件的情况下由几条毛巾交替使用。每次热敷时

间15- 20分钟，每天敷3- 4次。

缓解眼疲劳

：用毛巾热敷可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减轻眼

睛疲劳，能部分缓解干眼症的症状，还有明目健脑的功效。

缓解臀部疼痛：

臀部肌肉僵硬伴有轻微的钝痛、酸胀痛，

可平躺用毛巾热敷疼痛部位，可缓解症状。

预防耳聋：

用毛巾敷在耳上或轻轻擦揉，可改善耳部血液

循环，预防因缺血引起的功能性耳聋。

改善头晕：

将热毛巾放在后脑勺，每次数分钟，这样可刺

激后脑勺的穴位，可改善部分患者的头晕症状。

治落枕：

轻微落枕可用热毛巾敷患处，并配以颈部活动。

头部慢慢向前弯，轻轻向前后左右侧转动。

预防颈腰椎病：

早期出现颈、腰椎不适，如脖子发硬、酸痛

或受凉后出现轻微疼痛，可用毛巾热敷改善症状，促进血液循

环，缓解肌肉痉挛。但如病情严重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打针造成的硬结：

轻轻敷在打针后起硬结的部位，每次30

分钟，边热敷边揉，以促进硬结部血液循环，加速药液的吸收。

治疗痛经或寒性腹痛：

女性痛经或因受凉导致的腹痛，可

用毛巾热敷，能起到化淤、理气止痛的功效。

跌打损伤：

运动损伤应激期不能进行热敷，可在损伤发生

2- 3天后， 如不出血也无肿胀， 此时可用热毛巾热敷缓解症

状。

（黄文娟 整理）

毛巾热敷 止痛效果好

坐地铁 去美容

高露洁免费口腔检查又来了

一年一度不容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