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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半球的仲夏时节!昼长夜短!温
度宜人" 早上

'

点天就亮了!直到傍晚
(

点!才让人觉得进入夜的状态" 平均
气温在

+"

摄氏度!可以让人尽情地享
受阳光和水上运动" 新西兰南北两岛
的人口总数大约为

"")

万!

",*

的人口
聚集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北岛" 奥克兰
是新西兰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约在
-!!

万人左右" 来奥克兰的游客们!通
常都会去这个城市里最热闹的皇后街
./011234561157

游览一番" 皇后街!从
街头至街尾绵延约

-

公里" 奥克兰城
市地形起伏不平! 由于它是一个建在
&8

多个火山锥口上的城市! 才会造就
它高低不平的城市景观" 您会发觉气
喘嘘嘘地上了一个坡! 就得匆匆忙忙
下另一个坡" 几次三番下来!最好脚力
的人!恐怕也吃不消这等折腾"

到达皇后街
./011234561157

的路
口!往右拐!几分钟的路程即可抵达渡
轮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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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 如有充足的时间!您可安排去附
近的几个岛屿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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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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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错!最后一班
回航的游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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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以去新
西兰国家海事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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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的
酒吧区坐坐% 露天酒吧(餐厅(咖啡厅
中随处可见人们轻松地享受夏日阳
光(大喝饮料(大啖美食)*酒吧像开
音乐会似的! 男男女女! 左手提着酒
杯!右手夹起燃烧着的烟蒂!跟着音乐

忘我摇摆**繁忙( 压力在这里躲得
无影无踪! 而每个人都在尽情地享受
生活(欢度人生%

奥克兰仲夏的夜晚! 您别错过来
这里的餐厅点盆新鲜得让人感动的海
鲜!远眺港湾和壮丽的大桥!您只需坐
着!或是随人群狂欢% 夕阳下金光闪烁
的海面! 可爱的帆船此时都会收帆回
航! 五颜六色地装扮着这个落日最后
一抹余辉的嘉年华% 相信这样的景致
年复一年都不会看厌%

奥克兰市内最
Q;5

的海滩& 教会
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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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中心沿海岸线
步行前往

-

个小时便可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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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奥克兰著名的海湾度假胜地%坐
在沙滩里或是公园内绿地毯似的柔软
草皮中! 便能远眺对面形态呈对称角
锥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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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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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最后一次爆发的火山岛! 离奥克
兰最近% 街道两旁林立着无数异国餐
厅( 酒店%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
P:??:;239=R

无论是节假日或是工作
日都热闹非凡%

潮流几乎让世界上任何一个沙滩
都不寂寞! 本该是质朴幽静的自然天
堂!今天却是摩肩接踵% 昨日沙滩上满
地的贝壳和熟透了的椰子果! 今天又
是另一番迷人的景象% 穿着性感比基
尼的美女们躺在沙滩上! 尽情享受阳
光的洗礼'浪尖上随波逐浪的男子!他
们是浪里最帅气的人! 骨子里散发出
的魅力与海同在%

在阳光下!也可以静静地坐下来!

伴着海浪的节奏!读读自己心爱的书%

沙滩上热恋中的爱人!甜蜜地接着吻!

只当时空里!只有彼此的两情相悦%

新年目的地!!!去新西兰过个暖冬

翻越万水千山!只为了这无限风光" 世界那么大!恐怕穷极一生也走不完"

冬日旅行
!"#$

阵营!!!

走马观花世间路 繁忙和压力在这里躲得无影无踪!!

继续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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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亚敏

不要以为每天把梳妆台上瓶瓶罐罐
里的高档护肤品往脸上( 身上乱涂一气!

或者你花了大价钱去做面部美容!你就能
拥有传说中的

T

肤如凝脂
T

的肌肤! 和娇
嫩艳丽的面容%如果!你经常生病!不幸进
入亚健康状态!身体总有感觉不舒服的地

方!那么就算你使用最昂贵的面部护理疗
程或护肤品都没有用! 其实!健康的身体
是美丽的基础%

漂亮肌肤仅仅靠护肤品保养是不够
的!惟有身体内部环境正常!才能保持肌
肤的年轻和漂亮%这也就是楠桦养生美容
会所提倡的养生美容%

养生风格的优雅环境
楠桦养生美容会所的环境温馨(幽

静!颇有神秘的东方风情% 还有纯天然的
绿色植物和花卉装饰!目的是让人在花香
中感受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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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挥这些天然花
草对皮肤和身体的调理作用!能让皮肤在
舒适自然的状态下更好地吸收产品中的
营养和精华%此外这里的美容间装饰还利
用了养生风格%人的五脏六腑都对应有一
个颜色!当你身体的某个部位不舒服或处
于亚健康状态时! 你就特别喜欢这个颜
色!这个颜色对你也是有益处的% 所以楠
桦养生美容院把美容间装饰成不同颜色!

比如绿色(黄色(白色等!它们有对应的脏
器% 例如你肾虚就到装饰成黑色调的房
间!脾弱就到装修成黄色调的房间!非常
独特%

人性化特色项目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缺

乏正常的锻炼 !

身处的环境又深
受污染! 导致很
多人出现亚健康
状况! 比如我们
常见的肩颈疲
劳(头痛失眠(妇
科炎症( 内分泌
失调( 乳腺疾病
等% 身体内部出
现不良状况 !你
的肌肤( 气色自
然不会好!暗黄(

色斑( 皱纹等统
统出现%所以楠桦养生美容会所倡导养生
美容! 在这里美容导师会建议你先养生!

再美容!调理好内在的!美丽外表自然呈
现%所以楠桦养生美容会所为广大顾客提
供了许多养生项目及人性化项目!值得介
绍的有中医经络全身疏通理疗法(波动能
量纯氧丰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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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情激素私密保养%

中医经络全身疏通理疗法&这个疗程
首先会利用一个先进经络测试仪!测出你
全身的经络哪里出现问题! 哪里不舒服%

然后美容师会着重对你的这处经络进行
疏通和调理%疏通经络后!

可以活血!令气血通畅!全
身放松!感官上非常舒适%

同时能帮助全身排毒!有
效改善失眠% 并且对肩颈
疲劳(痛经(妇科炎症(脾
胃虚弱等症状都有所改
善%

波动能量纯氧丰胸&

纯氧丰胸目前是国际丰胸
市场上最尖端的丰胸技
术!它通过注氧(磁氧(喷
氧(彩氧(氧(动情激素
调理这六步! 将大量的波
动能量液即超微粒子导入

到乳房的微循环系统中! 激活腺体细胞!

使其恢复到青春期生长状态!让腺体细胞
快速饱满丰盈! 脂肪细胞大量分裂和增
值!让胸部丰满(立体%这个疗程采用的欧
蒂芙波动能量精华液含多种能量矿石精
华!能活化乳房细胞!促进乳腺发达%这个
疗程是从乳房的腺体(脂肪组织及动情激
素调理三方面入手!丰胸效果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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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情激素私密保养& 可以调节内
分泌激素和雌激素平衡! 强化卵巢功能!

平衡体内荷尔蒙!并且可以促进脑下垂体
分泌生长动情激素!改善性冷淡!收紧阴
道!改善性生活!增进夫妻感情%让你保持
青春元素正常分泌!延缓衰老!永远保持
青春状态!还能增强身体抵抗力% 这个疗
程适合内分泌严重失调(经量减少(月经
周期不稳(胸部严重下垂等人群%

优质专业的服务
楠华养生美容会所聘用的管理人员

和美容师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多数是医
学专业毕业!经过专业的技术培训!并定
期会出去培训深造%她们都具有高素质和
娴熟的技术! 并能帮助顾客进行心理调
整!能让你在这里享受到高品位的服务和
专业的理疗技术%

漂亮肌肤仅仅靠护肤品保养是不够的"

惟有身体内部环境正常" 才能保持肌肤的年

轻和漂亮# 这也就是楠桦养生美容会所提倡

的养生美容#

养生才有美丽

欧蒂芙波动能量纯氧丰胸套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