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季医疗美容潮”伴随暑期再度来临。“整形致死”
“整形毁容”而引发的医疗纠纷案件被频频提及。 近日，媒
体曝光的“微整形速成培训班”等行业乱象引发关注。

专家提醒，包括注射、手术在内，凡是闯入皮肤的
医疗美容项目都属于医疗行为，需要在医生“四证”齐
全的正规医疗美容机构进行。 同时，提醒求美者整形要
适度，避免因追求“极致”变成不自然的“面具脸”。

医疗美容潮 暑期乱象多
专家提醒:操刀医生须有“四证” 当心“微整形”变“危整形”

医生、物料无资质 是医疗美容最大乱象
北京和睦家医院皮肤科

主任及医疗美容科负责人
袁姗医生表示， 每年寒暑
假，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求
美者人数会明显上升，其中
青少年群体增幅明显。 不同
人群对于医疗美容项目的
偏好各不相同。 青少年以改
变轮廓为主， 包括双眼皮、
隆鼻、垫下巴、削下颌骨等
手术占比最高，儿童则以祛
除先天胎记和瘢痕类美容
项目为主。 中老年群体以抗
衰为主，面部提升类项目最
受欢迎。 青年人群对于改变
肤色、 肤质的项目也很热
衷，例如美白、祛斑、祛痘、
嫩肤等项目。

目前医疗美容市场上非
正规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丛
生， 并且借助网络平台野蛮
发展， 让一部分贪图价格便
宜或“不明真相” 的求美者

“误入歧途”。
从事美容整形是一个非

常严格的专业，“按照国家规
定， 一家正规的整形机构的
所有从事美容操作的行医人
员需要具备四个证， 包括医
师证、执业证、职称证以及美
容资质备案。 ” 医生袁姗表
示，虽然医生可以多点执业，
但人数也远远无法与市场上
整形机构的数量相匹配。“也
就是说， 乱的首要根源是从
业人员的资格问题。 ”

其次是物料资质问题，

正规美容整形机构的所有药
品必须有“药证”。 例如某款
市场上非常火爆的水光针品
牌， 在国外具备可以注射的
械字号， 但是在国内没拿到
械字号，只有妆字号，也就是
说只能涂抹不能注射。 但实
际上， 不少医疗美容机构或
者诊所都会违规提供注射服
务。 另外，器械的资质也要符
合国家规定， 例如痛感较小
的 33 号针头，并没有拿到国
家的许可， 也就是得不到相
应的监管， 正规医疗机构就
不能使用。

“不少人问我，超声刀、绣
眉那么火， 为什么和睦家不
做？ ”袁姗医生表示，值得关
注的是， 知名度很高的超声
刀， 其实也并未得到国家批
准，属于无证经营；纹绣类项
目的染料也基本没有得到国
家批号的产品， 染料的成分
和来源都不明确， 有造成过
敏及感染的风险。

不少求美者困惑，有些药
和器械在国外都被反应效果
很好，是否可以冒险尝试？ 袁
姗医生表示， 国外的产品一
般是针对适宜当地人肤质以
及皮肤结构的特点研发，对
白种人和黄种人并不能产生
完全相同的效果， 国内不经
过足够的临床观察， 无法证
实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就无
法引进。 提醒求美者万不可
有“小白鼠”的心态。

“微整形”不等于“微风险”
与之对应的是，网络平台

随处可见的“微整形”的宣传语
以及被媒体曝光的 4 天、7 天
整形速成班。 一些从业者没有
证照， 只经过几天学习就敢在
求美者脸上注射甚至开刀。“只
要是闯入式的项目就属于医疗
行为， 不能因为微整形的操作
微小就认为其存在的风险也微
小。 ”袁姗医生强调，求美者一
定要在正规医疗机构进行微整
形项目，否则不仅有毁容风险，
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随着网络媒介的一波波

热推，跟风追求“一字眉”“欧
式大双眼皮”“网红脸”， 已经
成了很多求美者的审美趋势。
“追求网红脸， 在自己面部基
础并不适合的情况下，大刀阔
斧地手术，带来较大的面部创
伤，得不偿失。 ”袁姗举例，不
少求美者追求流行的锥子脸，
并希望脸小到“极致”，进行大
块削骨手术后，却变成“蛇精
脸”， 并且使得肌肉组织与骨
头附着点减少，面部组织下垂
将超过正常速度，皮肤反而松
垮得更快；而一些男性求美者

盲目追求将眉弓垫高，显得眼
窝更加深邃，但由于面部基础
不够，还需要配合颧骨、山根
等其他位置同时“升高”，因而
过度手术导致相貌不自然；还
有求美者因追求面部饱满，对
额头、太阳穴、鼻唇沟进行过
度填充， 使得面部看起来像

“面具脸”，并无美感。 袁姗医
生表示，美容整形一定要根据
自己的长相特点进行，医生和
求美者本身的审美以及充分
的交流非常重要。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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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盲目跟风变“假脸” 医生审美要“在线”
袁姗医生表示，整形纠纷

案件中，凡是注射类项目导致
失明甚至死亡的，几乎都是在
非正规医院和非正规医生的
手下出现。比如注射玻尿酸导
致失明的，基本都是因操作者
并非正规医生，对人体面部的
解剖结构不了解，打错了位置
导致。 同时，药物来源并不明
确，也都会造成不可逆的危险
后果。

为规避手术常出现的麻

醉意外，正规医疗机构术前一
定会做检查和评估，看求美者
是否存在药物过敏，或是否为
潜在心脏病患者等，但非正规
机构则往往会忽视这些步骤。
此外， 手术本身都存在风险，
一旦出现意外，正规医疗机构
会有完善的应急处理措施，及
时给予救治。

值得关注的是，正规医疗
整形机构的求美者里相当一
部分是进行修复的。“整形界

专家交流时说，现在遇到一个
初眼、初鼻都挺难的。”袁姗医
生透露，所谓“初眼”“初鼻”就
是指第一次做整形手术，以北
京和睦家医院医疗美容科为
例，眼、鼻整形手术中，半数以
上求美者是在其他机构手术
失败后来进行二次修复的。修
复的难度无疑比第一次手术
困难， 需承担更大的风险，对
求美者无论是心理、时间和经
济上都造成了更大的负担。

售房
人民路南头有一单元房

出售，六楼顶层，121 平方米，
经典三室两厅，大市房产证，
出路好、价格优、可按揭。

联系电话：13503906183 世纪康园职业培训学校
九月 招生报名开始了……
名师教学、保证质量、安排

就业！ 十大专业任你喜好自由选
择， 大健康产业新型技术人才培
养基地。

热线：19837709171
校址：南阳市孔明南路王府

花园西门右侧大楼

招生

南阳市府衙东侧有一旅
馆转让，三层楼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5716632792、
18736551383

转让
●阳光财险南阳中心支公司交强险保单两份（单证

号流水号 3099314、3047352）交强保险标志一份（单证流
水号:658252) 丢失，现声明作废。

●阳光财险内乡支公司丢失交强险保单一份（单证
流水号：2986573） 意健险全打保单一份（单证流水号：
1514410）已使用丢失，现声明作废。

●海宾美食苑（注册号 411302618132583）营业执照
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宛城区茗香阁茶业，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1302618239924）、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出租

YOUR 高定礼服店是唐河
首家集婚纱礼服租赁、 出售，婚
礼跟妆兼具婚庆一条龙服务于
一体的高端私人订制专业团队。
现诚聘高级销售顾问 10 名，高
级妆造师 10 名。 工资面议，有销
售经验者优先录用。 联系电话：
18317839931、 15303777122

《南都晨报》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刊号：CN41-0104。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南都晨报》全国统一刊号，刊发
遗失声明、公告等具有法律效力

△报社公众号、 微信平台同步播
发，影响大、效果好、收费低

△刊登广告方便、快捷，一个微信
（19837709171）即可 工业路兴达花园三室两

厅，空调、暖气、家具等设施
齐全，六楼，140 平方米。 市
二十一学校学区房。 长期出
租， 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
13703777806

诚聘

南阳市万荣电气有限公司（注册号：411302000041042），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公司已
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视为自行放弃，
特此公告。

注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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