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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天天电视里某奶粉广告中的某位明星
妈妈说!"第一次当父母#真想把所有最好的都给
他$%看得出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的伟大$可孩
子究竟需要什么& 该书给出的回答是'机会$ (人
是一个初生的孩子'他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 %

当我们给予孩子们成长的机会'孩子们的表现永
远比我们预料的出色'孩子们的力量往往会让我
们很震撼$ )国际竞争力%已经不是商业巨鳄们的
常用词了'它离你的宝贝很近$是的'这种能力需
要从小培养$ 给孩子向上的渴望与梦想'和孩子
一起成长'带领孩子跨越人生起步阶段的每一个
高度$ 的确'今天的孩子将来面临的是来自世界
范围的竞争和挑战'这种竞争不仅是中国的孩子
走出去'也会有国外的人才走进来$因此'这种竞
争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孩子需要机会!需要从小培养国际

竞争力!谁也不知道自己十年后会不会美人依旧!奇美神秘令你瞠目

结舌的海底世界让人回到童年! 千万不要迷信那些什么婚姻心理学

书!但"降夫宝典#在一笑而过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感觉是大

梦一场$生活就是这样永远也没有准确答案!所有的一切都当做参考

吧% 只是!我们都要适当适时地!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醒来%

什么样的男友适合你&怎么才能追到他&滋
补爱情有秘方吗&你担心二奶吗&遇到难缠的婆
婆和小姑怎么办**千万不要迷信那些什么婚
姻心理学书'生活是门学问不假'但不要指望一
本"百科全书%式的万能秘籍能搞定你的婚姻'

那真的很可笑+网络当红写手,民间史学家江湖
夜雨以古代兵法策略教导当今女性夫妻相处之
道+ 个人严重推荐其中的-降夫的最高境界.一
文#)武侠小说中#常以/无招胜有招,无剑胜有
剑0来形容武功中的至高境界'降夫的最高境界
也约略如是$1你看'作者虽为男人'可从上述的
语句中足见还是男人更了解男人$ 棋逢对手的
感觉或许正是你在婚姻场上最快意的经历$

看到书名我脑海里立马闪现出一
部国产电影的名字222-美人依旧.'

很庆幸这一次竟然不是某某知名色彩
顾问的脸' 谁都无法想象自己十年后
的模样'因为即将面对的十年'对于大
多数的同龄女性而言'是结婚,生子,

持家**看看自己母亲的双手吧'又
有几个像电视里护手霜广告里的漂亮
妈妈一样细白嫩滑&想来真是忧伤'一
句话'岁月不饶人+该书独家收录台湾

知名节目-女人我最大.里最劲爆的美
容秘籍' 拥有白金级美肌的作者林叶
亭'居然从没到美容沙龙做过脸'即使
是素颜'肌肤也光滑无纹3 这一次'她
在书中分享十多年来亲身实证的保养
秘诀+只需要借由一点小技巧,适当的
保养品'以及化妆术'就能让你保持年
轻'美丽无痕+ 从现在开始'预约十年
后的年轻美丽3 演练出一套属于自己
的)美人锦囊1吧+

继-热带雨林.之后'又一部冲击人类视觉的-海底世界.隆重登场3 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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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语种同步上市+奇美神秘的
水下世界'令你瞠目结舌的炫彩游鱼和绚丽的珊瑚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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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以上精美海洋生物
图片4 随书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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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的海底影像
()(

让您把海底世界的奇妙瑰丽立刻带回
家3 如果你对海洋感兴趣'这本书绝对值得收藏+ 该书图片精美'穷尽细节'色彩
生动'活灵活现+向你展现海洋独有的绚丽色彩4摄影手法专业'是欣赏海底世界
不可多得的一本极具冲击力的图片集+ 这本使人饱享视觉冲击的海底世界图文
书由全球顶尖的国际水下摄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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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素材'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
身兼数职'既是水下摄影师'又是海洋生物学家'更是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他们用
镜头展现水下各类生物的憨态可掬和奇美神秘'所见绝对超乎你的想象3

某年某月醒过来
红粉

林叶亭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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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篇章! 素颜也美人

你知道自己几岁了吗$

!十年后也美人"

自然
我们的使命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水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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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下摄影公司 著

希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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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篇章! 水中情

!海底世界"

兰海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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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篇章! 学会在孩子面前示弱

亲子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总是倾

其所有! 唯恐给得不够多' 爱得不够深

&&

!孩子需要什么"

重磅

历史上好多很牛的美眉!都是仗着

自己的财'学'力等诸多势力!震慑得男

人像病猫一样不敢乱说乱动&&

!降夫宝典"

江湖夜雨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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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篇章! 降夫的最高境界

走在郑州的大街上' 随处可见的是美
容整形医院的大幅形象广告招牌+ 这些招
牌上'那些青春靓丽的妙龄女子'让人忍不
住地心生疑惑222美容整形真的有那么神
奇'可以妙手回春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美容整形医生的作用就是' 能让每个爱美
的人在原来的基础上看起来美一点' 更美

一点而已+

这个答案是张医生
医疗整形美容门诊的张
跃辉医生告诉我的+ 这个
坐在我面前的年近

&"

岁
的女人'如果她不说出自
己的年龄'看起来也不过
是三十八九岁的样子+ 并
没有我们常见的美容院
的美容师或者老板娘身
上带着的温婉或者循循
善诱的气质+ 她给人的感
觉就是朗利而专业+ 在她
那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很
少见到拖泥带水的感觉'

有 的 只 是 她 的 职 业
感222医生'一个有着干
练娴熟技巧的医生+ 这种
气质和感觉'形成了一个
强烈的气场'置身其中的
我'不禁为她专业的感觉
而折服+

张跃辉医生自
%$1'

年大学毕业就进入了郑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 早在

%$#$

年'河
南省第一家具有医疗美容整形科室就在那
里创办了' 张医生比其他从业人更早地介
入了这个行业+ 张医生是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的外科医生' 那时候人们对美丽的追
求还没有现在这样强烈' 技术也没有现在
这样成熟+ 我国自

%$12

年起'美容外科开

始兴起'在
%$11

年'张跃辉医生就被医院
派往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
医疗美容整形技术学习+ 张医生是河南省
最早接触医疗整形行业的人之一' 这也为
她现在成为行业翘楚奠定了基础+

算起来' 张医生已经从事医疗整形行
业

!&

年有余了+在这
!&

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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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日日
夜夜里'张医生每日都会做几台手术+这么
多手术下来' 尽管让她的技术水平日渐娴
熟'但是与此同时'她的颈椎和腰椎也因为
长期的手术操作受到了损伤+ 因为医院的
工作日益繁重' 张医生只能在郑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办理了病退手续' 专心在张医生
医疗整形美容门诊工作+即使是这样'她也
会把自己的手术时间尽量排开' 因为已经
无法像以前一样做拼命三郎状工作了+

处在
3

半退休
3

状态的张医生'终于可
以使自己的脚步慢下来' 悠闲地安排自己
的生活'认真地研究技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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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她'每
周一次学习书法'每周都会去游泳'这些使
得一个女人渐渐回复到生命的最本真的状
态'澄澈如水+ 因为有充足的时间'张医生
可以研究更多的医疗整形技术' 可以每年
两三次地去全国各地考察' 可以参加所有
在中国举行的整形学科会议+

在这样的悠然而有序的环境下' 张医
生承担了很多社会公益性的职务+现在'她
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涉外医疗美容鉴定
机构的副主任' 是郑州市整形美容协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 是当之无愧的河南省整
形美容学科的带头人+

说起现在的工作' 张医生的眼睛闪闪
发亮起来' 她的医疗整形美容门诊拥有郑
州最专业的整形医生' 拥有具有国际领先
水平的整形仪器' 对每一个慕名而来的求
美的人'都很负责地量身定做'进行精致整
形+ 比如说我们常见广告上宣传的

3

去眼
袋

3

手术'并不是简单的
3

去眼袋
3

就可以
解决问题的'它是一个综合性手术'需要根
据个人的自身情况进行除了去眼袋手术以
外的眼轮匝肌收紧手术,皮肤松弛矫正'眶
隔筋膜加固手术'使眼袋不再复发'眶沟凹
陷填充手术+ 这些医学上的名词听起来已
经是让人一头雾水了' 操作起来的难度更
加可想而知+ 并不是所有的医疗整形机构
都可以如此认真如此专业地做面部精致整
形手术的' 张医生医疗整形美容机构的口
号是'组合整形理念'完美一步到位'专业
人做专业事+

坐在张医生身边' 整个人会渐渐地平
静镇定起来+这种感觉'并不是通过语言就
能使人达到的' 更多地源于张医生的专业
素养和技术水平+当我们渐渐地了解到'有
长达

!&

年的从业时间'她有过十几万次医
疗整形手术经验的时候' 还有什么放心不
下的呢&山不在高'有仙则名4水不在深'有
龙则灵+ 当我们摈弃一切世俗广告上的美
女变身的图片' 抛却一切不切实际的整形
神话'生活才呈现出它最本真的面目来'放
心地把自己交出去'交给张医生'她会用她
纤纤的手' 把你变得美一点儿' 更美一点
儿+

专业成就辉煌
###张医生医疗整形美容门诊张跃辉医生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