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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术式双眼皮更完美

张医生整形
丰产路与东明路交叉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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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眼皮术一直位居美容手术之首!由于
每人眼睛的形态"眼裂的长度"开眼的高度"

眼睑的厚度"皮肤的松紧度等不同#常需几
种术式组合解决存在的问题!

小眼开大 眼裂较短者在内眼角常有
一皮肤皱襞#遮盖部分眼裂#此种情况做双
眼皮只能形成$半双%!如同时采用韩式内眦
开大术将赘皮打开# 痕迹隐蔽于眼角不明
显#显露出眼湖和增大眼裂#还可内外眼角
一起开大#眼裂大了双眼皮更漂亮!

眼睛无神 理想的眼睛黑眼珠居中#露
出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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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眼珠上半部被遮盖会显
得眼眸无神! 利用双眼皮切口进行上睑肌无
力矫正#以增加开眼的高度#提亮眼睛神采!

肉眼泡 对肉眼泡可利用双眼皮切
口去除肥厚的眼肌及脂肪!如有泪腺下垂同
时复位固定#这样双眼皮更趋自然!

眼尾上提 对外眼角下垂或皮肤松垂
者#需将外眦筋膜上提固定#切除松垂皮肤
及组织#突出的眶膈脂肪也一并去除#眼外
形可获理想的改善!

资深医生常常注重眼睛与面部其它器
官的协调#娴熟地运用组合术式#精细雕出
神 采 妩
媚" 自然
漂亮的双
眼皮!

生理周期来丰胸
看清真相!女性每月的例假期内#乳房

常有发胀感#也变得比较大#而且坚实! 但
是这却是一种完美的假象#月经期结束#肿
胀感消失#乳房也就回到了原本的大小!乳
房是由雌激素来促使发育的# 如果在月经
期采用适当的按摩或食补# 确实有一定的
作用#但更适合于青春期的女性!

补充雌激素!

看清真相! 既然乳房的发育和雌激素
有关#那是不是应该补充雌激素呢&医生建
议#一般不使用雌激素的方法! 如果使用#

也一定要进行内分泌的检查# 以及相关脏
器的检查#排除乳腺疾病! 另外#如内分泌
不足#可适当补充!雌激素疗法一般用于青
春期女性乳房发育不好# 同时合并第一性
特征发育不好!

传说中的食补
专家看法!很多女性朋友常拿猪蹄"木

瓜"黄豆等来食补丰胸#豆制品可以促进卵
巢发育#有一定的效果! 木瓜"猪蹄可以疏
通乳络#也有一定的作用! 另外#也可使用
一些中药#如路路通"通草"王不留等#应由
医生指导使用!此外#青春期的女性可多补

肾#过了青春期的女性应注意舒肝理气!瘦
弱的女性#多气血不足#应健脾胃"补气血#

多吃山药"红枣等#从而有利于乳腺发育!

除此#微量元素'如锌(也不能缺乏!

服用胎盘粉!

专家看法! 如果只是单纯的乳房发育
不好#可单方服用一些胎盘粉或胎盘胶囊!

胎盘粉中医上也称紫河车粉# 开始时应小
剂量服用#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同时#服用
过程中#也有一定的适应量#服用时应由医
生指导!胎盘粉属湿热性#热性体质以及爱
上火的人不能服用!

乳房发育要锻炼

专家看法!乳房发育需要三个方面#第

一是乳腺组织靠激素来发育# 中医上可以

温阳补肾"活血化淤!第二是乳房内应有一

定的脂肪#需要饮食营养来满足#不能偏食

等!第三是乳房发育需要肌肉#这就需要注

意锻炼了#也可结合按摩的方法!运动上可

进行扩胸运动" 双臂向上伸" 身体往后仰

等!

"指导专家 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

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刘成藏# 郑州市中医

院乳腺科医师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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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曼莉

当女性因各种原因意外怀孕需要终
止时#人流手术往往是首选#而很多女性
对不规范人流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从而
轻率地接受手术# 殊不知不正规的人流
手术易诱发感染"继发宫颈或宫腔粘连"

月经失调"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并发症#还
可能出现子宫穿孔"大出血等意外#严重
的甚至会引起继发性不孕# 从而丧失生
育的能力!

那么有没有不疼痛"伤害小"不易留
下后遗症的人流术呢&

在当前众多的人流手术中# 德国微
管保宫全程无痛人流术以独到优势成为
现代女性终止意外怀孕的理想方式! 郑
州新世纪女子医院自开展该技术以来#

已为广大女性安全" 无痛地解除了意外
怀孕的烦恼#赢得普遍的青睐!

德国微管保宫全程无痛人流术是医
疗界新近推崇的人类生殖健康科研成
果# 其德国镇痛技术避免了传统人流的
疼痛刺激# 使女性朋友消除了紧张恐惧
情绪# 在睡眠状态下轻松终止妊娠实现
了全程安全无痛#

'

分钟即可完成手术!

同时# 微管保宫全程无痛人流术通
过光导直视高清显示手术全过程# 可准
确定位孕囊#采用高分子纳米微管#更光
滑更柔软#安全性更高)其手术过程中微
管到达的部位以及孕囊状态完全展现在
手术医生面前# 使得每个操作环节都清
晰明朗#定位准确#避免了盲视造成的子
宫穿孔"肌层损伤"大出血等并发症!

不要以为肤色都是天生的# 许多
后天因素也可以让你的肤色羞于见
人#尤其是饮食!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不
仅影响健康# 更是女性完美肤色的头
号大敌**

一#面色黑黄

食盐过多的人容易造成肌肤粗糙
发黑#经阳光暴晒后更是明显!正常的
盐分摄入并不可怕# 但吃盐多不仅会
造成高血压#还会直接影响人的容貌!

要想皮肤好# 比较科学的方法是多喝
水#帮助皮肤排毒#另外每天盐分摄入
量不要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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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雀斑#黄褐斑

食盐过多#除可使面色黑黄外#也
有可能导致面颊长出雀斑! 若同时摄
入动物性脂肪和蛋白质过多# 则会影
响肝脏正常代谢而使雀斑更显眼!

三#油黑脸

过量食用动物油和植物油的人容
易造成油性黑脸!

$油%是人们每日必吃的食物#因
此它的用法是否科学对人体健康至关
重要#如果使用不当#日积月累甚至可
能引发癌症!

青春期! 谁都想拥有美丽的双

峰" 过了发育期!人们还在期望它有

第二次生长#发育的机会" 表面功夫

和私底下的功夫都不曾停止!可参照

的依据和行动是否准确呢$

健康关爱

别让意外怀孕影响了你

美丽与健康

爱美丽不多盐

怀孕怎么办
问!月经后没几天就和老公同房了%我很担

心怀孕%如果怀孕了怎么办&

郑州市不孕不育研究所#郑州华康医院妇科

主任李大夫答+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怀孕的可能
性不太大#因为应该不是排卵期! 如果万一怀孕
了也不要太担心# 可采用无痛人流术终止妊娠!

术前要先进行检查#确定妊娠#并排除宫外
孕!无痛人流术适合于早期怀孕者!我院独
家引进微管保宫全程无痛人流术# 特别运
用于意外怀孕"尚未生育的女性!它综合了
超导可视"微管无创"梦幻医疗三大医疗技
术# 特别适合有再孕需求及对疼痛极度敏
感的女性#确保在睡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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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即可轻
松终止妊娠#实现了全程安全无痛!手术不
需住院#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不损伤
正常组织#不影响今后的怀孕和生育!如果
想进一步咨询详细询问# 可拨打专家咨询
热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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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登录
---.

/012034.56

#同时也可在火车站乘
&+(

路公
交车到城东路与城南路交叉口华康医院站
下车直接来院!

持本期报纸到医院做
*

超#妇科检查免费

鼠标使用不当# 可以使你患上很严重的指关节疾
病#这种不同于传统手部损伤的症状被称为$鼠标手%!

鼠标比键盘更容易对手造成伤害#而这种疾病多见于女
性#其发病率是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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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鼠标手%只是局部症状#如果鼠标位置不够合理#

太高"太低或者太远#都可能继发产生颈肩腕综合征!

她态度
健康女不要鼠标手

秋冬时节#体质虚弱
的人常会感到手脚冰凉#

反复感冒#容易患病#女性
朋友尤其多!这是因为#女
性乃气血之人#很容易导
致气血虚亏#从而造成内
分泌"雌激素以及各种代

谢功能紊乱! 这时就会出现中医所讲的各种虚症#一般
表现为+气虚'气短心悸"倦怠乏力"动则气促(#血虚'头
昏眼花"失眠多梦"面色黄斑"易脱发"月经不调(#脾虚
'贫血"身材走型"手脚冰凉"肠胃不好"便秘或便溏(#肺
虚'虚喘咳嗽"反复呼吸系统感染"易感冒(!这里介绍一
个丹方#简单有效#用潞党参熬制

7"

天成膏滋状#每次

两钱'

)+8

(#早上配一枚核桃#晚上配两颗红枣#根据不
同的年龄阶段和虚症轻重!用

'+$7"

天左右#各种虚症
即可以得到根本治疗!

由于潞党参,国药准字
!"#$"##%&

号-需要用铁
沙锅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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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般家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可在药
店购买现成的潞党参膏滋! 它是目前专业治疗虚症的
单方膏滋药#列入国家基本用药目录! 解决女性虚症#

只发挥其功能一部分即可# 所以这个方子效果才如此
明确 ! 具体如何调制使用可拨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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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咨询! 这个方子是中医大师梅鹤龄老
先生提供的#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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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使用历史#效果很独特!

在我市紫荆山百货医药部
+

区由该膏滋销售! 女性
朋友很值得一试!

手脚冰凉调治冬季有妙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