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上画风筝手忙脚乱
天上放风筝苦苦纠缠
手绘风筝，放飞梦想活动现场
家长也好开心

还了解民俗

… 小贴士

·就业季

经过半个小时的会诊
后，改造方案出炉。造型团
队认为，杨旭的问题较多：
发质很硬， 发型有点非主
流；人很瘦且衣服太贴身，
就是个单薄的纸片人，给
人感觉不成稳。 造型师杨
波负责修剪头发，“他的发
型有点‘洗剪吹’的感觉，
会让人产生浮躁的印象。
我帮他把头发和眉毛修
下，让他看起来会利落、干
练很多。” 一阵刀起发落
后，杨旭果然精神焕发。

在服装方面， 造型团
队认为， 杨旭的职业方向
是销售， 西装和衬衣等职

业装必不可少。 而杨旭本
人比较瘦小， 平时买衣服
都买最小码， 怎么扬长避
短是大问题，“西装选稍休
闲点的浅色系，里面的T恤
也要有蓬松感， 衫衣可以
多尝试格子系列。 总之一
个原则，切忌衣服太贴身，
销售这个职业要给人压得
住、稳得了、有亲和力。他目
前还需要快快增肥。”

3个小时后，改造了的
杨旭变化相当大， 他看着
照片忍不住感慨，“看上去
真的好很多了， 我终于可
以自信地走出去了。”

■记者 袁欣

·动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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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朋友们！ 如果您还在服用西药
或多种药物几年、十几年不愈时、伤肝伤肾又伤
心！现在请赶快服用纯中药制剂：华宝降压舒心
胶囊：它以传统中医理论君臣佐使为基础，采用
野菊花、三七、杜仲、罗布麻、沙棘五种天然中药
成分；经过现代制药工艺萃取；清热祛火、降脂

净血除垢、阶梯根源降压，保护心脑肝肾，控制
并发症。 远离心梗脑中风！ 数天血压渐稳，效果
天天见！ 每月花费才几十元。 现在就拨打
4006-855-860 就可免费获得华宝降压舒心胶
囊一盒，心动不如行动哟！

每次活动免费发放 100 名。 活动办法：先打电话报名，分批次到办公室领取，（对特
殊患者可上门赠送）。 同时发放健康资料。

报名热线 4006—855—860

来电就免费赠送
华宝降压舒心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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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是嘌呤代谢紊乱造成
的尿酸盐结晶沉淀在关节周围
及皮下组织、骨骼及尿路引发的
病变。 间歇性反复发作，以足拇
趾关节踝关节多见， 发作时红、
肿、热、痛，浑身像上万条虫子在
啃骨头，痛得睡不着觉，走不了
路，膝盖飕飕冒凉风，比寒风都
钻心刺骨， 高烧不退以夜间为
重。 若不及时治疗，会诱发关节
变形或形成痛风石、 尿路结石、
肾结石、肾衰竭、尿毒症，甚至危
及生命。

一直以来，医学界对于痛
风缺乏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法，
目前的共识是单一的服用秋水仙碱片、别嘌醇对胃肠及肾脏损
害较大而且反复发作治不好。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痛风学
术研讨会上传出一个令痛风患者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由我国

痛风攻关组在藏医药治疗痛风
精髓的基础上， 研制的痛风新
药《藏羚十五味乳鹏丸》在经过
2236 例痛风患者近五年的临床
试验终于获得成功。 临床观察
证实： 该药的有效成份可将长
期沉积在体内各部位的痛风结
石分解成水， 二氧化碳和可溶
性钠盐，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防
止再次沉积形成结石， 从而达
到治愈的目的。

目前，藏羚十五味乳鹏丸已
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 ，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03201， 它攻克了痛风久治

不愈反复发作的难题，服药后 3-7天显效，2-3个疗程临床治愈，
5-6个疗程还你健康生活。（注：2盒一疗程）。据悉：该药已在湖南
火爆销售，读者可拨打 0731-85516127咨询。 免费送货或邮寄。

痛风新药 在我国研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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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好了风筝 ， 能不能
放上天， 大家心里都没有
底。

但没过多久， 一只只
风筝飘浮在风帆广场上
空的美丽景象，就证明了
大家的担心是多余的。何
昊伦小朋友的妈妈带着
昊伦将风筝放得“好高好
高 ”，“以前也放过风筝，
跑来跑去累死了，今天却
一下就放上去了，还放得
好高，从来没有放得这么
高过！” 一位姓吴的家长
则表示 ，“现在小孩动不
动就是电脑电视，这次带
小孩出来玩，也是想让她
多到户外活动，多接触下

风筝这种民俗文化。”
最有趣的要数放上去

的风筝， 在一阵大风之后，
苦苦纠缠在一起，天上的风
筝们就算绕在了一起仍然
顽强地飞着，地上家长和孩
子们则乱作一团，绕来绕去
玩起了“穿花”游戏，最后只
得把风筝收回来，才解开了
线。

热心市民王博是放风
筝的高手，他来到现场帮助
家长和孩子们将风筝放上
去， 他说：“风筝飞起来之
后，要时常拉拉线，感觉到
线是紧的，这样可以保证风
筝不落下来。”

■记者 吴岱霞 黄煌

如果你对我们的动手日主题活动感兴趣可登录华
声娱乐ent.voc.com.cn点击相关主题帖查看详情;②加万
事吴忧亲子QQ群248480024。

“又是一年三月
三，风筝飞满天。”13
日，阴历三月三刚过，
近20名家长和他们
的孩子来到三湘都市

报参加万事吴忧栏目举行的“手绘风筝，放飞
梦想”活动。家长感叹，这活动好玩，还让小孩
亲密接触了一回民俗文化。

在画风筝的现场，来
自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的杨宁给孩子们做现场指
导。

小画家们一到现场立
马在白风筝上画了起来，
有的孩子展现了临摹的本
事， 有的则创作起了自己
心目中的画。 现场一片忙
乱， 有的小朋友不但将颜
料弄到手上， 更有涂到头
发上的。 家长则为小朋友

们打起了下手， 忙着帮他
们找各色颜料。

不过上色的时候杨宁
提醒大家：“可要当心了，
涂色涂得太厚， 可能会让
风筝太重，放不上天。”

6岁半的何昊伦，先在
自己的风筝上画上了喜羊
羊，但是他嫌喜羊羊太“寂
寞单调”了，就在上面又加
上了房子和绿草， 让喜羊
羊不“孤单”了。

画风筝 ：丙烯颜料要涂薄一点

放风筝 ：既健身，又体验民俗文化

“头发太夸张，衣
服显得人很瘦，性格太
内向……”14日下午，
本报的“声色大讲堂·
就业季”推出“帮你搭
配面试装”活动，在职

场上碰了无数次壁的杨旭（12日A23版曾报道）
如愿来到了活动现场，刚一亮相，就被我们的造
型团队狠批。经过“会诊”后给他定了改造方案，
换发型、改造型，3小时后，杨旭终于有点自信了！

同时，我们还欢迎您加入“声色大讲堂”QQ
群87669224和298282778咨询穿衣打扮。

【他的问题】 发型夸张，人太瘦

杨旭称，他是长沙职业
技术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
学的是广告设计与制作专
业， 找工作时碰了无数次
壁，“刚开始还有点信心，也
去了广告设计公司应聘，但
都没结果，现在只剩下惧恐

和迷茫了”。现在，他准备转
战销售工作，但面临一个很
严重的问题，“老板们都觉
得我太嫩不老练。老是会听
到人说我穿成这样，不像做
销售的。总之，我现在的信
心被磨光了。”

【打造方案】 头发变干练，衣服要蓬松

作为一个销售员，第一印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
声色大讲堂的造型团队建议您，掌握好7个要领。

1、与你年龄相近的稳健型人，学习他们的服装打扮。
2、自然而大方，要使你的身材与服装的质料、色泽保持均衡状态。
3、不能穿得太年轻，容易招致对方的怀疑与轻视。
4、流行的服装最好不要穿，一定要穿也只能选朴实无华的。
5、太宽或太紧的服装均不宜，大小应合身。
6、不要让过于绚烂的服装遮掩了你的优秀素养。
7、不要有咬嘴唇、弹手指等不雅动作。 ■记者 袁欣

销售好印象，源于7要领

孩 子 们
说，放风筝真
是门技术活。

记者 黄煌 摄

造型前

造型中

记者 李丹 摄

造
型
后

好玩

做销售，发型不要太夸张
职业装不可少
换发型，改服饰
读者杨旭容光焕发了

还变沉稳了
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