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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食”代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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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招：平凡大衣穿出彩

解救皮肤问题爽肤水

热门靴款 至潮搭配法

09早春服装流行趋势

中国时尚30年

你用的化妆品安全吗

教你跟昂贵护肤品作战

食物的诱惑越来越强大，护肤品要用最新鲜的食物来做，还要用制作食物的方法来做。
人们可以根据吃东西的口味决定怎么美容，还可以用吃东西的方法获得体香，这一切都是真
的。
巧克力SPA、大米蒸气浴，就像社会学家和医护工作者Francesco Morace说的：“我们正
处于从眼球经济过渡到舌头经济的时代，食物成了一种巨大而持久的美好享受。”对于美容这
件事，食物不仅要被吃还要被用，现在甚至可以成为一种美容标准。只凭你对食物的喜好，
《红秀GRAZIA》就能知道你的美容重点是什么，不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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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普洱减肥茶
瘦身+美容+抗衰老多重功效 不拉肚子 不运动 快速瘦身 排毒养颜
www.jianfeibanlv.cn

郑欣宜代言的香港减肥产品
柴棒网提供无副作用的减肥产品,效 果好,不反弹.货到付款,无效退款!
www.chaiba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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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减肥，瘦到你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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