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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有着这样一群发烧友!他们
迷电影迷的痴! 于是乎! 开了电影俱乐
部!有了这样的聚点!发烧友烧的更厉害
了" 俱乐部的负责人是个

!"

多岁的小
伙子!人很热情"他是一家主营通信技术
与软件开发公司的副总! 看电影也成了
他们的企业文化! 下班之后员工也不回
家!甚至带着朋友一起过来"这边买上水
果!沏上香茗!那边捧着爆米花!饮着啤
酒"久而久之朋友越聚越多!便有了组成
一个俱乐部的念头!于是网站#论坛#

##

群便搞了起来"这位副总又说道$现在高
清产品不挣钱!设备利润点很低!片源属
于半卖半送的" 公司的主营业务并不是
这个项目!大家因为一个爱好聚在一起!

就是缘分"听到这里!感受到了这个小伙
子的激情和实在"

他还告诉我!很多在这里购买设备
的客户最后都成了好朋友! 高清片源文
件太大!下载时间要很长!大家便彼此互

换拷贝! 约好了! 你
$%&'

这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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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有时很仗义的发烧友甚至
会去开着宝马车到处送最新一集的高清
版%越狱&拷贝" 或者去有高清投影的发
烧友家看%变形金刚&%绿巨人&!享受那
种惊心动魄的震撼"

'好玩的店(开了好多年了!还在黄河路上如
火如荼地绽放! 而在健康路梧桐树的绿荫遮盖
下!也有着两三家诸如此类的生活休闲小店" 它
们经营的商品是小巧的#精致的#可爱的! 消费
群也就固定在那些注重生活小情趣的男男女女"

这样的店不能太多!多了会让人起腻)也不
能太少!少了又让小女子们逛街少了乐趣"所以!

金水路上的'东方魅力(就恰当地插了缝隙!只是
离着健康路上的几家生活小店!距离方面还是有
点靠得太近"

店的老板喜欢听音乐!最喜欢的歌手是戴伦
海斯!最喜欢的演员是蜡笔小新与李连杰!喜欢
的唱片!那就太多太多了"所以!你可以在店里看
到新进的全套宫崎骏# 韩文唱片原版彩虹乐队#

仓木麻衣等上百个国外原版唱片"

其实!逛这样的生活小店!你要有耐心!不能
急! 也不能躁! 更不能带着赶场子的急脾气!否
则!林林总总#起眼的#不起眼的小东西一定会跳
过你的匆忙的都市眼神"所以!保持放慢的心情!

在午后!在傍晚!在你没有任何的功利的心境下!

在一层的店内来回地绕过几个货架!再顺着螺旋
形的梯子踏上二层!细细地端详那些色彩斑斓的
台湾原版招财驱邪交趾陶系列车挂!时间也会随
着你的视线#脚步而得以放慢"

百乐烘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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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铺是郑州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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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手工坊!占用的三间房内!除了一间
堆满了烤箱!另外的两间屋内分别被用来置
放各种的烘焙材料和现场制作间" 开放式货
架上摆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材料以及工具!既
有做蛋糕的食材! 也有烘制饼干# 比萨#西
点#葡式蛋塔!以及在家中自己制作炸鸡#鸡
米花#果冻布丁#龟苓膏#巧克力的各种材
料"

房内散发着一股奶香味!就连工作人员

的身上似乎也沾上了面点香味" 燕子是这家
小店的老板!她说!这家店已经开了三年了!

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做成这个样子"

店内挤进几名主妇!她们热热闹闹地挑
选着想要选用的食材!燕子说!自己当初也
像她们一样对做蛋糕感兴趣!所以就在网上
搜罗各种材料!后来也是自己图方便!开店
起码解决了自己做蛋糕的奢好!所以才把实
体店开了起来!而材料也是她要从好多的地
方搜罗!有时一个地方甚至只有一种所需要

的材料" 可是!主妇们都觉得这个小店给她
们带来了方便"

有些食材!既使是去大型超市也未必能
够找到!更何况它们都集中在了这样的材料
铺中!价钱也是想不到的低廉!比如炸制新
奥尔良鸡翅所需要的腌制材料和外面沾裹
的面粉才需要十几元钱!而做上半斤的果冻
需要的粉状物质也只需要几元钱!难怪店内
的大门总是被人推开!走进主妇级别的

$()

女性了"

百乐烘焙 !"# 每个人都是面点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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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轻视双眼皮手术了
河南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王振军主任访韩有感

虽曾是!中原第一人造美女"活动的形
象设计者及眼部# 鼻部等多项手术的主刀
医师$虽曾六次赴韩学习整形美容

!

也已成
功完成眼#鼻美容手术上万例$然而此次韩
国之行依然让我感触颇多$ 尤其是结束了
韩国半岛眼部整形医院两周的学习后

!

让
我对大家普遍小视的眼睛美容整形有更新
的认识$ 对如何对待小小的双眼皮手术有
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

月我应邀赴韩国参加了第
"#

届
国际鼻整形学术研讨会$ 会后我的韩国恩
师

$

首尔心美眼鼻整形医院院长郑东学博
士介绍我认识了韩国眼部整形专家曹仁昌
教授

%

并获准了两周的学习机会
!

有幸成
为曹教授的第一位中国弟子

&

曹仁昌&

'() *+ ,(-+.

'教授毕业于
韩国延世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

/

曾任延
世大学临床医院成形外科主任$ 现为首尔
半岛眼部美容外科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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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大韩美容成形
外科学会会长% 曹教授原来作为整形外科

医生$也接受各种整形美容手术$但对眼部
精细手术有独到之处$ 尤其对亚洲人双眼
皮形成的原理# 双眼皮手术失败的各种原
因以及补救方法的研究走在世界最前列$

得到全世界同行的认可$ 被韩国整形美容
界推举为大韩美容成形外科学会会长$大
韩整形美容开院医师协会会长$ 韩国许多
医院$甚至日本#台湾#香港等亚洲的整形
医生都把失败的双眼皮顾客转给曹教授修
复$所以自

":;<

年开始$曹教授基本不再
做其他手术$ 成为世界第一个专门修复双
眼皮的医生$ 能把各种失败的双眼皮修复
到近乎完美$ 不仅为许多整形医生解决了
棘手的问题$ 也抚慰了无数因手术失败而
深受伤害的心$ 这也使预约曹教授做眼睛
整形的顾客排起了长队$ 每天多了会完成
十多例$$少则三五例$这些年已成功完成各种
疑难的眼部修复手术近三万例% 曹教授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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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面部美容外科'中专著眼部手术再修
复一文$同时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专著&即将

出版'$把他几十年
的修复双眼皮的经
验在文中做了详细
介绍$ 要把这些宝
贵的财富送给世界
的同行们$ 更彰显
了世界级整形大师
的风范% 而我有幸
成为曹教授的第一
位中国学生$ 并得
到其手把手的传
授$ 让我感到万分
的幸运% 在其医院

学习期间$曹仁
昌教授带领我
进行了多台手
术实践$对每一
种失败双眼皮
的原因和修复
方法详细地讲
解% 对待每一位
顾客耐心细致
地沟通的风格$

合理选用手术
器及所有手术
物品的风格$ 无微不至地体贴与关怀的风
格$对技术要求尽善尽美的风格$在曹教授
身上表现的更是淋漓尽致%

双眼皮手术看似简单$ 但是真正成功
的双眼皮又有多少呢*据资料不完全统计$

双眼皮手术占了整个整容手术的
<#B

$而
我国

#CCD

年上海九院统计的我国的双眼
皮手术的纠纷率是

DEB

% 造成的原因有医
生的$也有顾客的% 在中国整容市场上$很
多非医学人士为了经济利益都可以动刀做
双眼皮$ 根本无暇顾及这个人是否适合做
双眼皮$适合那种风格的双眼皮$是否考虑
到双眼皮术后的形态$疤痕$褶皱过高过低
或者过深过浅和脸型五官的比例等等$

即使有些整形医生也只是依葫芦画瓢$

很少真正研究过双眼皮的相关知识和技
术$ 更不会为一个双眼皮手术投入昂贵
的仪器设备和各种耗品$ 关注修复双眼
皮技术的更是寥寥无几% 跟曹教授学习
的这两周内$ 深深感悟到双眼皮手术的
许多奥妙所在$从术前设计到术后护理$

手术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处理好都

有可能让这次双眼皮手术失败% 所以我不
仅到曹教授的医院学习$ 这次还引进了几
十万元的配套设备和器械$ 这些也是保证
双眼皮#眼袋眼睛开大等手术无痛#无血#

安全#自然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让我们的中
国顾客享受到彻头彻尾的韩国风格的眼部
美容% 我还约定年后

#

月份邀曹仁昌教授
来我院讲学$ 如果你想享受到曹教授的亲
手手术$ 可以直接登录曹仁昌教授的网站
FFF&0-+1)23264&,)5

详细了解$或者
到河南协和医院整形中心帮您预约$ 预约
电话

"#$%&'$()**''

我的愿望当然是让
我们中国的顾客都拥有真正满意漂亮的大
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