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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实习生 刘浩
要时尚却总感觉没有时间。每天一睁开

眼，妆容、发型、时装的各种搭配让人倍感
困扰。想要推陈出新，却找不到适合的那款？
不着急，要“赶时髦”不妨学学大牌明星，来
一次逆袭的复古潮。 

在时尚圈里，有一种经典叫“永不遗忘”，
那就是改造后的复古发型。“以不变应万变”，
从逝去的岁月里找回那款适合你的自信吧！

专家帮帮忙>>
修饰脸型靠“波浪”
特约专家：谭涛（湖南知音美容美发化妆
学校高级美发师）

所有脸型的MM都可以尝试这款性感发
型，而且对于圆脸MM来说更是可以轻松驾
驭。
打造步骤：
Step1：营造蓬松感

用卷发梳将头顶部的头发梳出蓬
松感。
Step2：内外翻卷交错

借助卷发棒一点点均匀地将全头
头发夹卷，内外不同方向交替卷，侧面

及脑后发则向外卷，当然也可以全部向里
卷后再散开、打乱。
Step3：刘海内卷

使用夹板将刘海部分向内卷，作出高耸
状，让中分或稍偏分的长刘海儿自然垂落脸
庞，不仅有小脸效果，还能增加小小性感和女
人味，时尚感急剧飙升。
Step4：抓散头发

把发卷打散，在手上把发泥搓匀并向
上托举发梢，抓出自然发束感，给发卷增加
一些凌乱和随意感，最后再抖散、整理。
Step5：头发拧向耳后

用梳子将上面一小半头发稍梳平顺，取
耳朵上方一股头发捻转向后，用发卡固定在
耳后，稍向前推营造高耸感后，以发夹固定。

喜新不厌“旧”，复古从“头”开始

在那个黑白电影
时代，“猫耳发”就引
领时尚，一经出世，
就受到当代美女们的
争相模仿。这款发型
的受欢迎程度一直高
烧不退，待到《乱世
佳 人》中费雯·丽用
性感俏皮的猫耳发出
场时，这一波经典风
潮再一次席卷而来。
直到现在，仍有不少
美女喜欢用这款混淆
年龄的美妙发型出席
各种场合。

初春玩卖萌，“猫耳”能帮你
复古女星：费雯·丽

专家帮帮忙>>
“猫耳发”更适合发量少的女性

特邀专家：陈飞虹（湖南知音
美容美发化妆学校高级化妆师）

发量少的女生驾驭“猫耳发”会
更显精致，发量多的女生可以将两侧的
头发尽可能地收紧，再搭配发饰。18—

25岁女生的“猫耳”可以更大更
夸张，25—30岁女生“猫耳”
强调的则是更精致。

打造步骤：
Step1：打理刘海

刘海一定要处理好，为了体现
复古味，划分刘海区域的线一定要

够直，可以用尖尾梳来分线。
Step2：向内拧转

将一边的头发再次分为上下两
部分，上部分的头发喷上发胶后，快
速向里拧转，并且用一个大夹子固定
5分钟，形成猫耳朵的波浪。
Step3：手指撑起内卷

摘下大夹子，头发就可以自然地
撑起来，用手指伸进波浪里，撑起头
发，并且用夹子固定，正面就有猫耳
朵的效果。
Step4：向内侧翻

一直向里翻转，并且固定好，你可
以边用发胶边做这个发型，更加牢固。

出镜：丁萍
（21岁，公
司销售）

出镜：芯妤（18
岁，前台导购）

“ 金 发 、红 唇 、黑
痣、飘扬的裙摆”，这些
都是梦露的性感 标志，
虽已去世50年，却一直是
万千女性 追求的时尚标
准。直至今天，著名歌手
泰勒·斯威夫特都在模仿
梦露的复古造型。

蓬松自然的手 推 波
纹卷烫总让 人 想起电影
中那富 有层 次的迷幻色
调里淡然的女主角，秀发
丰盈的光泽 感也是必不
可少。

女神气质从“波浪”开始
复古女星：泰勒·斯威夫特

张廷璧
武汉大学

生命科学院教

授、红桃 K 集

团副总裁兼首

席科学家、红桃

K生血剂和“红魔”减肥晶发明人，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首富教授”。

在解决了中国 4 亿人的贫血问
题后，张廷璧教授12年前又盯上了
减肥，终于在 2012年底成功研发最
新一代减肥产品——“红魔减肥晶”，
并破解了肥胖的终极秘密！

人们知道，脂代谢紊乱、过多
的脂类物质存储在腰、腹、大腿等
部位的脂肪细胞里，是造成肥胖的
原因。多年深入研究后张教授则发
现了更大的奥秘：脂肪细胞里的脂肪
其实又分为“游离脂肪”和“板结脂
肪”——三酸甘油脂，俗称“脂肪球”。

常规的减肥手段，不但存在失
水、厌食、没精神、拉肚子、恶心
等副作用，需要节食、运动，费时费
力，而且顶多只能减掉“游离脂肪”，
对顽固的脂肪球根本无能为力！科学
减肥，必须像“红魔减肥晶”一样
能去除脂肪球。

我要减肥，马上！
【让所有想减肥的人无法抗拒的】——“红魔”减肥三大魔力   >>

 张廷璧教授介绍，“红魔

减肥晶”不但能加速游离脂肪

的燃烧及代谢，更独具吸附、

分解、排出顽固脂肪——“脂

肪球”的功能，一举清剿脂肪

囤积的大本营！科技上的突破

成就了“红魔”三大魔力：

1、减肥速度更快。同步

分 解、燃烧游离脂肪和顽固

的脂肪球，别的产品只能干一

件事的时间，“红魔”可以干

两件事，当然速度更快。

2、减后更稳定、不反弹。

脂肪球就好比是顽固脂肪居

住的房子，“红魔”把房子都

给彻底拆了，脂肪没有了它赖

以生存的环境，当然不会再次

堆积。

3、安全、综合效果更全面。

纯天然，没有任何副作用；而

且科学实验发现，“红魔”不

但将脂肪分 解转化为能量的

能力是左旋肉碱的 9 倍，而且

还能将部分脂肪球转化为胶

原蛋白，去皱美白、增强皮肤

弹性和光泽，降三高、通调肠

胃、延缓衰老的作用也很明显。

【让所有想减肥的人向往的效果】——7 天减 10 斤！不反弹！  >>
“红魔减肥晶”由红桃 K

集团生产，质量信誉有保障；

网络上粉丝们好评如潮；经

全 国 1200 万“ 红 粉” 验 证，

减肥效果更是又快又好又不

反弹：

一般 3 天开始减重，1 周

减 重 10 斤左 右，1 个月平均

减重 15.7 斤，单纯性肥胖者

1 个月减掉 20—30 也不在话

下；不跑 肚、 不反 弹、 不用

强制节食和运动；减重后皮

肤不会起褶皱，反而更加紧

致、 弹性；美白去皱、 淡化

色斑效果显著；降三高、改

善肠胃功能和延缓衰老的作

用常给服用者带来意外惊喜。

【给所有想减肥的人吃下的定心丸】——张廷璧教授亲口承诺    >>
1、“红魔”绝不含违禁成

分，如检测出一例，赔 偿 10

万元；

2、不请明星代言，把有限

的精力和费用都用到生产上；

3、红桃 K 生血剂当年成

为补血第一品牌靠的是效果，

“红魔减肥晶”的效果我也敢

跟全世界所有产品打擂台。只

要消费者按照“红魔减肥中心”

的指导正确服用 1 周以上，效

果不理想，无条件退货退款； 

4、绝不跟那些假冒伪劣

的地摊产品比低价，我们追求

的是“性价比全国最优”。

自打生完孩子以后，身材一直恢
复得不好，老公有时候干脆喊我“胖
子”，又解释说其实他不在乎体重，
哼！红魔减肥晶不但帮我减了将近40
斤，色斑也淡了，内分泌都跟着变好
了，关键是老公又叫我“小宝贝”了！

看着一个多月前和现在的照片，
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可我实实在在
不到两个月减了30 多斤，而且皮肤
还更加紧致有弹性了！红魔是我用过
效果最好的！

特惠公告
红桃 K 集团特别设立“红魔

·全国直销中心”，每日前 50 名
订购者还将获得意外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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