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互动"

吉米问台下! 谁认为自己长得难

看时!这时台上的这位女孩勇敢地站

了出来!她也是唯一一个举手的人"

吉米说!她只是眼睛有点浮肿!皮

肤还有些痘痘!算不上难看" 她这种

中性气质反而会吸引帅气的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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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当日下午! 吉米走进了魅力女人大

讲堂"让人意外的是!他没有过多谈及老
本行#$$化妆技巧! 反而花很多的时间
告诉女人%女人为什么要有魅力!提升魅
力的目的是什么& 他当之无愧是中国最
有个性的化妆师!连观点都颇让人意外!

比如他对女人说! 要将女人的魅力用到
关键的地方%'睡男人也要睡得有价值& (

吉米眼中的魅力女人是'极度自我!

有欣赏性!不能过于感性(& 麦当娜和赫
本)张曼玉都是他心中的魅力女人&吉米
说
+

'女人要保持新鲜感&('人都是喜新厌
旧的!所以!女人要保持新鲜感!才能抓
住男人& 如果你跟清洁工大妈没什么区
别!男人离开你又有什么错*不能放弃做
女人的根本! 问一问自己有什么值得爱
的东西& (

吉米说魅力
经典语录

#魅力是你的资本! 智慧是你的价

值" $

吉米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要聪明做
女人!要明白美丽的价值!要用魅力和智
慧为自己换来幸福&

#女人的美更在于魅力!而不在于天

生的外表% $

吉米讲到! 女人长得美或丑都无所
谓!这些都可以通过后天手段来弥补!比
如整容) 化妆等! 如果女人的心态不自
信!即使变得再漂亮她也不会觉得快乐&

魅力来自对自己的认同! 不是改变外表
就可以拥有的&

&女人不能站在男人的背后% $

吉米提醒在座女性! 不要把爱情和
男人当成全部& 当你把男人当做唯一的
依靠!就很容易受到伤害&要发掘出自己
活着的价值!寻找快乐的多种方式&

&男人是你的课堂!必须经历几个男

人!才会有女人味% $

吉米提到了洪晃的一个观点!'女人

要睡多少个男人才值(& 与异性的体验
是女人身心成熟的重要过程!那些有丰
富经历的女人!女人味会更浓一些!也更
懂得男人&

&宁活十天的精彩! 不活一天的平

庸% $

吉米觉得!痛快地活比平淡地生重
要得多+ 你可以每天很随便对待自己!

不打扮不出门不照镜子!你把这种生活
称为自然派& 但是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
意义!作为女人活不出女人的精彩!岂不
是浪费了造物主的安排*

&女人想美的话!一定要打开你的心

结% $

很多女人认为自己不美!不是因为
真的不美! 而是自己的心态没有调整&

有些魅力女人不一定五官很美!却活得
让人羡慕 ! 最重要的是认清自己 +

吉米说形象提升
!

女人要重视发型

发型对女人很重要! 衣服随意一点
可以!但是发型是整个精神面貌的焦点&

每天要淋浴一次! 不雅气味是魅力的隐
形杀手&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是美丽
的第一步&很多中国女人发型很随意!不
是清汤挂面就是把头发扎成马尾& 有些
女人烫了卷发不知道如何打理! 只知道
用?喱涂在头发上!看起来很油腻)很生
硬!毫无美感&头发要经常保持干净和蓬
松感!这样走路时才会飘逸生姿!女人味
就蕴含在这走动的气场里&

!

眉毛不要喧宾夺主

眉毛要配合眼睛来传情! 眉毛要虚
化一点!细弯但不能过于隆重!眉毛不能
太浓重!不能喧宾夺主!因为眼睛才是面
部的视觉焦点&脸长的人适合平眉毛!所
有的重点都在眼睛上& 年轻的女孩可以
把眼线画得很清晰&

!

唇情诱人

嘴唇的勾画也很重要! 很多女人忽
略这一步! 美丽的唇部轮廓很吸引异性
的注意!不要忽略唇部的色彩&

吉米解惑
!

!冬日很多人穿衣都很臃肿"什么

魅力都看不到了# 怎么穿衣才能让冬天

和夏天一样精彩$

吉米%穿衣要'内薄外厚(&很多女人
冬天总是穿得很臃肿! 像个熊宝宝& 其
实!建议女人们里面的衣服穿薄一点!外
面的衣服穿厚穿暖一点! 冬天穿毛裤的
穿法早就过时了&最好少穿高领衫!尽量
穿低领衫& 露出颈部的皮肤会看起来很
女人&尽量穿超长大衣可以把身体裹住!

出门很温暖!到了室内就可以脱掉!里面
穿得尽量轻薄&

!

! 粉底用多了是不是对健康有一

定危害$

吉米%与今天的空气)食物相比!粉
底的危害并不会比人们想象的更大!所
以不要太介意或夸大它对你的伤害&

印象里的吉米!总是穿着宽松)颇能体
现优雅感的衣服!总是变换地戴着各种各样
的帽子!总是化了精致的妆让他看起来眼睛
深邃)妩媚!且言行大胆)出格)我行我素&

了解吉米!是从他在化妆造型方面的成
就!是从他创办的'吉米化妆造型学校(!是从
'吉米娃娃(的化妆品!是从他偏女性化的言
行!是从他公开承认自己的性取向!是从他公
开谈论'变性(&

公众对吉米的评价一直是褒贬不一的&

一方面! 在他的老本行###化妆造型方面!

他的成绩和见解是没人质疑的&一方面!对他
大胆无所顾忌的言语和比较女性化味道的
衣着言行!很多人又是无法接受!甚至是讨厌
的&还有一部分人是很喜欢他的!认为他语出
经典)娱乐大众)我行我素)个性突出&真是一
个矛盾的人!而我对他则是不追捧!也不讨
厌& 内心已把今天要面对的采访对象###吉
米当作了一个女人去看待!在见到他之前!我
觉得这次采访就是和一个名女人在聊天&

可是! 当我看到他时完全出乎意料!他
看起来就是一个新潮)时尚的大男孩&焦黄色
的板寸头!灰白杂色修身毛衣!装饰黑色毛线
围巾!下穿黑色牛仔裤配黑色平底靴&说话正
常!语调男性特征十足!根本没有娘娘腔!举
止也没有扭捏之态&之后的接触中!发现他抽
烟!且抽烟的动作很男人化& 他性格直爽!说
话随意!比较有亲和力!没有距离感& 但若谈
到保养)护肤)整形)减肥等有关美丽方面的
话题!他又很在乎)很注意!比一般男人要关
注得多&用吉米自己的话说就是'我非常在意
这张皮(&

不过!当他收拾了一番站到台上!站到
镁光灯和镜头下!他又是我们印象里的吉米
了&化了妆!眼睛深邃且妩媚,当你与他对视!

能觉出他的眼睛很有味道! 很有女人的味
道-!戴上了黑色毛线帽子!论调大胆!语出惊
人&

关于流行#关于趋势
吉米说现在已经没有很明显的流行和

趋势了&因为现在的人都挺自我的!不愿意和
别人一样!喜欢与众不同& 不会去跟风)追赶
流行!只选择适合自己的打扮&所谓的一些时
尚发布会也就是商家搞的一些活动& 这几年
大体趋势还是流行小烟熏妆)暗色服饰等&当
然要因人而异!大家的选择面也很宽&

关于女人的美丽和魅力
吉米认为'活明白(的女人是最有魅力

的& 大部分女人都是为男人而活!为情而活&

当女人真正为自己而活时!她是最美丽的&魅
力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不是靠化个漂亮
的眼睛就有魅力了!这需要智慧)知识)涵养
来充实&

关于保养
身为男人之躯!吉米很注意保养)很在意

他的外貌& 他饭前必吃一种药丸! 有助于减
肥) 保持身材& 他每天晚上都会吃一些葡萄
籽)胎盘素)胶原蛋白等营养品& 吉米认为我
们每天所吃的食物营养只够补充生命所需!

并不能保证肌肤所需! 所以每天要特别补充
肌肤所需的营养&吉米也会去做电波拉皮!预
防皱纹& 为了上镜漂亮!他会去打瘦脸针&

关于帽子
吉米毫不掩饰地说%'戴帽子可以让我的

脸看起来小些& (还是为了外表好看嘛&

关于穿衣风格和购物地点
吉米说他没有固定的穿衣风格!要根据

当时的心情和场合决定&他的衣服全在小店)

小摊上淘到!不喜欢逛商场&觉得那里的衣服
很没有个性!而且价格也不值!他不是品牌拥
护者&

关于印象最深的地方
捷克!那个国家有明显的建筑特征!你一

踏入这个国土就感觉他的特点在哪里! 且生
活氛围轻松)惬意!很容易融入!不觉得自己
是外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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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 让女人更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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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报和东方整形联合发

起的魅力女人大讲堂在东

方整形精彩开讲!在第一讲

中!东方整形的负责人贺洁

女士和魅力女人大讲堂特

邀嘉宾中国著名化妆师"造

型师吉米分别从不同角度

诠释了女人的魅力!以及如

何提升女性魅力指数#对于

吉米的到来!众多急于提升

自己魅力的女性充满了期

待!而吉米现场亲授的魅力

女人完美秘诀$美%媚"魅&

经典演绎也让众多女性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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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 活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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