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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河南芳艺
整形美容机构在业界已经有了二十年
的从业资历!它是郑州市卫生局首批核
准的医疗整形美容机构" 如果把人生比
作自然界中的四季!那么院长李芳无疑
是步入了秋季!硕果累累的丰收季节"

如果用一组数字表述芳艺整形美
容机构!表述李芳!那么二十年!发表了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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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 师承国内外著名整形专
家!上万例的成功手术作品等等!这些使
得芳艺整形美容在社会上赢得了良好
的口碑" 李芳说!她不太喜欢张扬!而为
人做事低调才是她的一贯原则!但是#要
始终把守着医生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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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能
是李芳最忙的一年!因为芳艺整形美容
机构搬迁到了经六路!许多事情需要她
去规划!去打理!所以她的更多的爱好只
能搁置!但是!在更大的平台上为中原女
性提供星级般的美容服务!是她始终坚
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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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得意的一次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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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芳艺推出了三大项目品
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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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痕丰胸'瑞士多维立体吸
脂'立体可视截骨" 另外!我们继续完成
芳艺每年的爱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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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爱心活
动是打造商丘人造美女!以及暑期(爱心
献校园$活动%

同时!芳艺的诊疗地址发生了改变!

由康复前街搬迁到经六路! 诊疗的面积
也由原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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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平方米扩大为
,-&

余平方米!诊疗内部环境舒适了!手术室
宽敞了!设施高端了!方方面面都得到了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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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工作之余!给自己筑建了(新家$!换

了新房子! 这也是送给自己以及家人的
补偿吧! 事业上的成功也要辅之以生活
上的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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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得意的一次消费
去了日本!参加国际整形大会!并且

接触了国际整形专家与他们进行进一步
的交流%这是一边学习一边生活的写照!

我在日本既让自己的整形美容技术得到
了升级!同时也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忙里
偷闲观光了京都' 大阪! 还登上了富士
山!在箱根泡了泡温泉%虽然没有购买实
质性的消费物品!但是这种工作学习'休
闲内容参半的生活还是蛮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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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年终感言
这一年!收获很大!而事业上的升级

是我最大的荣幸! 我对事业的执著也给
自己创造了更大的施展平台! 同时也为
中原的女性奉献了美丽%

冯医生现任风信子整形机构主诊医生!

也是风信子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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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于河南
中医学院!之后又在三甲医院做了

(

年的妇
产科大夫

.

作为一个临床大夫!从事妇产科
工作的几年! 她打下了稳固的外科手术基
础!对女性的皮肤'肌肉甚至心理需要都有
更深的了解% 相继成熟的技术!为她在医院
奠定了良好的口碑!她手下带领的大夫有些
甚至是高她五届的医学院的师姐% 那几年!

她在医院的业务说是出类拔萃!一点也不为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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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风信子走过了生命里的第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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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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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她在借鉴国际整形理念的
同时!不断壮大和发展美丽品牌!使风信子
成为郑州最具实力的整形机构之一%冯医生
本人!也被业内誉为郑州美容整形行业的探
路人和郑州最成功的整形大夫之一%虽然她
总说!机构的发展必然借力于每一个内部员
工!而作为一个决策者!冯医生自身的性格
与态度!有点个性'有点才情'幽默'豁达!喜
好创新'务实主义'做事认真而又有激情!我
们更愿意相信这些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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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得意的一次策划

最得意的策划不止是一次!而是一直在
进行的%那就是明确了市场定位!走时尚'高
端路线% 这个高端不是价格的高端!而是文
化品位'生活方式'审美观念的拔高%去年我
们和郑州大学等高校多次联合! 搞活动!做
风采大赛%我们的员工通过这样的活动在文
化与气度上获得提升!而我们也把风信子的
美丽文化传播给大学生'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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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得意的一次投资
去年去北京同仁医院开会的时候!遇到

那个
'&

岁的小伙子王亮! 他当初在北京打
算卖肾整形!就把他带回来!鼻子'眼睛'嘴
巴! 整个五官基本上都免费做了一些调整%

帮助他实现了爱美梦想! 保护了他的身体!

另外就是风信子传达的爱护'体贴'善待求
美者的目标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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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地震之后!风信子的员工自发地组织捐

款!而且到很多募捐的地方做义工% 当看到
自己的员工有如此高的觉悟和爱心!我感动
之余!想到了我们的企业文化&服务'服务'

再服务!尽己所能为需要的人着想!使服务
更具底蕴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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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得意的一次消费
在丹尼斯买了一个金色的项链!很夸张

的造型!很多人说金色最适合我!我找了很
久那样的配饰!终于找到了!而且才

,

折%项
链本身也不贵!我不追求价格!时尚应该是
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适合'舒服!就是时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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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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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我们而言!大有收获% 最大
的收获就是团队的成熟和完善!我想对每位
员工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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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想对那些新'老朋
友们讲! 我们依然尽力以技术的安全性'咨
询的客观性'服务的周全性!让您来到风信
子感觉到舒心%

王晗是韩影宫美容事业部经理! 河南韩
影宫是隶属于山浦集团旗下的一个美容品
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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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份登陆河南!短短三年时
间里陆续开设近

)&

家连锁经营店!受到了中
原女性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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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得意的一次策划
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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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是韩影宫扎根稳固的一
年!在这一年中!大小活动确实举办了不少!

让我感觉最得意的一次策划应该是 (百元速
减温暖万人心$% 韩影宫推出百元速减!满足
大众女性需求% 幽雅的环境!低额的消费让数
以千计的姐妹满足了自己的需求! 如愿以偿
地雕塑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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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性感曲线%

这次策划相当成功! 当我们看着一个个
美女带着自信和满意的微笑迈进魅力一族的
行列时!我们每一位(韩影宫$人得意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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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你最得意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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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季我和公司的美容专家一起创
造出了大韩宫廷第三套专业减肥美体按摩手
法!并且在实际运用中得到了顾客的好评% 为
了揣摩新技术!我常常加班!就连休息时间都
在思考!有时还想!如果不成功真是浪费了我
那么多自己的私人时间% 不过现在看来!这么
短的时间能出这样的成效真是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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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得意的一次投资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我要实现我的一个

愿望!我踏上了通向西北的列车!回到了养育
我十年之久的内蒙古! 在茫茫的大青山脚下
与当地老百姓协商承包荒山!植树造林!美化
环境!这也是我多年来的心愿% 我想若干年后
我会带领一些朋友日夜奋战在大青山上!那

时高高的青山将是我的家! 有天上的白云为
伴!在牛羊的叫声中享受属于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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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你最得意的一项举措
年终岁末! 韩影宫人为答谢会员姐妹的

厚爱! 举办了一次百万感恩回馈新老客人活
动!使新老客人在得到美的同时!也得到了韩
影宫人的爱和情! 使我们和客人之间能够心
相连!手相牵!共同融入到韩影宫美丽大家庭
中%

("#&&'

年年终感言
感谢和我工作在一起的姐妹们! 是她们

用勤劳的双手! 辛勤的汗水为女性朋友打造
了美的奇迹% 还要感谢客人姐妹们的支持与
关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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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能继续得到你们的更多信
赖与支持% 韩影宫人祝福会员姐妹越来越漂
亮!越来越自信!家庭美满幸福!事业蒸蒸日
上%

解放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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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前身是空
军郑州医院激光医疗美容中心! 它成
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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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拥有数十名国内著名
整形外科'皮肤科'激光科等专业的专
家教授及临床经验丰富的高学历医务
人员%

张歌是医院东区激光美容整形中
心的主任! 也许是受到部队医院大氛
围的感染!张歌是一个较为严谨的人!

不管是行'走'坐'立!始终要保持着军
人的风范!哪怕是照一张相!她也能透
过镜头传递出(军人的特质$%张歌说!

她擅长的领域是美容整形' 先天畸形
整形'吸脂手术及皮肤色素性疾病'血
管性疾病'光老化'瘢痕的激光治疗%

而她也常常以所在的医院感到自豪!

因为医院巨资引进了数套欧美最先进
的美容整形设备及高科技激光系统!

硬件的配备! 也让她的从医经历有了
更多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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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得意的一次策

划
这可能与职业有关! 我们是拿手

术刀的!所有的策划都与医术'与医学
有关! 这与你们所说的策划可能有些
出入% 如果按着我的思路来讲!那么!

我的整形手术都是认真' 负责的% 另
外! 去年我们还在河南省首家开展了
,",

染料激光与长脉宽
+&-/

激光联
合治疗鲜红斑痣'毛细血管扩张'血管
瘤!取得了显著的疗效!提高了皮肤血
管性病变的治愈率! 缩短了治疗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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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得意的一次投资
去年下半年! 我们投资了三百万

购买了以色列射频治疗设备及铒激光

像束美肤设备! 那一套射频设备是河
南省唯一一台非手术'无创伤去皱'紧
肤'溶脂'塑身的美容专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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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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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都在东奔西跑! 忙着
看设备!忙着讲课!时间和精力大部分
都投注在了工作上!相对来说!对于家
庭' 对于孩子以及自己的生活涉及得
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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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得意的一次消费
有的!那是一个茶盘!是我在朋友

处淘得的一块紫袍玉带石的茶盘!玉
面温润细腻!雕工精致!设计构图也很
巧妙!当时看见它的时候!我就一眼喜
欢上了!这算是(一眼缘$吧%想着它可
以用来品茶!还很赏心悦目!所以没有
犹豫就当场把它买了下来%

("#&&'

年的年终感言
岁月如梭!内心的充实'淡定是最

大的收获%愿意以天使之手!雕刻出精
彩的人生%

冯医生 大有收获的一年
文
!

老哈 图
!

本报记者 和来贵

李芳 弹指一挥间
文
!

本报记者 王倩 图
!

本报记者 和来贵

军人特质 化美为平常文
!

本报记者 王倩

韩影宫 缔造美丽的殿堂
文
!

本报记者 孙岩岩 图
!

本报记者 和来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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