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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

以后，请叫我

“殿堂级面部年轻化专家”

20

年前，谁会想到，那间名为“荷芙蔓

洪维整形工作室” 的小小整形美容诊所，会

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

200

名员工， 下有汉

密尔顿美容医院、 汉密尔顿女子美容健康

馆、汉密尔顿养生馆和荷芙蔓美健院

4

个子

机构的“汉密尔顿美容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而当时那位面对顾客有些腼腆的年轻医生，

会成为成都医学美容界非手术领域的领军

人物———洪伟院长和他所领衔的汉密尔顿，

正开足马力向未来前进，他们的目标是———

殿堂级面部年轻化专家。

“以您的年轻、健康、美丽为己任，您的

满意将是我奋斗终生的目标。 ”这是汉密尔

顿医生团队的誓言，更是汉密尔顿人坚守了

20

年的信念。 经过这

20

年，汉密尔顿已经

成为成都爱美女性心中“抗衰老、年轻化”的

同义词。 如今，新的

20

年已经开启，汉密尔

顿将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全新定义面部年

轻化的行业标准，去实现“让客户成为巨星、

让汉密尔顿成为巨人”的诺言。

作为医院发展的灵魂人物， 洪伟非常重视人才引

进。 今天的汉密尔顿汇聚了“蓉城谢鼻子”谢常礼、“眼

部精雕大师”陈亮、“身体塑形专家”陈子益、“光电美

肤先行者”尚瑜、“皮肤鸡尾酒法管理大师”龚麟等多名

享誉全国的业内精英，他们与洪伟共同筑成了汉密尔顿

最坚固的技术防线。

美国好莱坞明星医生 Peter� G.Lee� M.D 的加盟，更

是为汉密尔顿带来了内窥镜手术用于医学美容的全新升

级。 内窥镜能最大化减少术中创伤、出血、疼痛与术后恢

复时间，医生能透过小小内窥镜，看见肌肉组织、血管神

经及种种问题所在，精准温柔地带来美丽蜕变。

与传统整形手术比较起来， 内窥镜手术有着无可比

拟的优势，例如：内窥镜丰胸手术创伤微小、效果自然、不

留痕迹，又能如天生般无后顾之忧；内窥镜技术在面颈部

除皱领域的应用， 已经是美容整形行业公认的技术水准

最高标杆之一，内窥镜面颈部无痕除皱创伤小、恢复快、

不留痕迹，是人类对抗面部松弛下垂的终极年轻化方案；

内窥镜技术应用于眉部提升，一改传统提眉、切眉手术的

局限性， 将眉部美化升级至面部年轻化范围， 效果更全

面，可视化操作，手术更精确、更安全，术后无痕迹。

鼻部整形 医生要有艺术修养

谢常礼指出，现代鼻部整形讲究的是

五官和整个气质的协调。 “以前只讲鼻子

高度，现在要求的是综合性整体塑造，包括

眼睛、眼袋、苹果肌、鼻肌底、嘴唇、鼻唇沟

等。 这么说吧，整个面部要协调、自然，达

到一种平衡之美。 ”谢常礼说，鼻子位于面

部中央，为五官之首，是面部最高点、最突

出的部位，因此最容易被人注意，好看不好

看就显得非常明显。 “但是如果只有鼻子

好看也体现不出整体的美感，因此我们提

出要‘以点带面’———以鼻部为中心，完成

对整个面部的塑美。 而这，需要医生有足

够美学、艺术方面的知识，才能为求美者设

计出完美的方案。 ”

他举例说，每位整形外科医生都能完

成隆鼻手术，这并不难，但每位医生做出

来的是有区别的，只有那些有一定艺术修

养的医生才能帮助求美者获得漂亮协调

的鼻子。

技术创新 他放弃

L

型假体

雕刻鼻假体， 谢常礼永远都当作艺

术品来做，鼻面角是多少度、鼻尖必须是等

腰半圆形等，各种要求都必须达标，他发明

的 L 型鼻假体曾获 “实用新型专利”和

“外观设计专利”两项国家专利。 而现在，

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他不再做 L 型假体

了，“因为它不完全符合鼻部的生理解剖结

构关系，难以达到协调美感的目的。 ”

L 型假体的角度是 90°， 而很多人的

鼻尖软骨角度是大于 90°的，这就意味着，

用 90°的 L 型假体放进去， 很可能会造成

朝天鼻。 而且，植入 L 型假体后，动鼻尖的

话会让鼻背一起动。

经过反复研究和实验， 谢常礼最终放

弃了曾带给他荣誉的 L 型假体， 他和他的

团队已创新种植鼻技术，“汉密尔顿将亚洲

人鼻部审美理念与好莱坞尖端技术完美结

合，率先将种植技术引入美鼻界，运用尖端

纳米微孔仿生种植体， 成功研发出仿生种

植体鼻部综合整形———好莱坞复合仿生植

鼻，为求美者带来鼻型更圆润、线条更流畅

的自然美鼻。 它解决了 L 型假体的所有弊

端，鼻子可以随便动，自然真切。 ”

谢常礼介绍， 纳米微孔仿生种植体通

过美国 FDA 认证，30 年临床验证， 是可随

临床需求而随意雕塑的无菌性人工骨，安

全无排异，其极强的透气性、相容性和稳定

性，完美诠释植鼻概念，也因此被称为整形

材料中的“劳斯莱斯”。

本版采写 何筝

明天会更好·新生系列

对话汉密尔顿美容医院副院长

———谢常礼

美鼻就要“以点带面 ”

汉密尔顿美容医院副院长谢常礼，素有“蓉城

谢鼻子”之称，中国医师协会美容整形医师分会会

员、中国美容整形“白天鹅奖”“优秀科技进步奖”

获得者。 早年，其发明的

L

型鼻假体获“实用新型

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两项国家专利，而现在，

“谢鼻子”说他不再做

L

型假体了，为什么？与时俱

进呗！他说：“随着时代的发展，鼻部整形已经完全

从过去单纯追求高度转变为全新的综合性整体塑

造，不仅鼻子要和面部其他器官协调，鼻子本身也

应该实现它的完美协调， 单一的

L

型假体难以达

到现在的求美目的，该放弃就要放弃！ ”

在汉密尔顿美容医院，年轻人都称谢常礼为

“老爹”，一来谢老爷子没啥架子，待年轻同事如

同儿女； 二来他在整形界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老爹”实为对他的尊称。 医学美容发展迅速，求

美者的要求更是一天比一天高，谢常礼果敢放弃

带给自己荣誉的

L

型假体，对他来说，何尝不是

一种“新生”？

国际抗衰老研究合作机构、 瑞士健康中

心基地……汉密尔顿从未停止与国际接轨的

步伐，就在 2011年，汉密尔顿与好莱坞弗利

山庄WAVE整形机构达成合作，从此掀起好

莱坞时尚风潮。与此同时，在好莱坞同行的帮

助下，汉密尔顿更实现了硬件、环境、技术、服

务的同步国际化升级！更新先进设备、引进好

莱坞明星医生项目， 对尖端技术的敏锐度体

现了汉密尔顿的行业领导者风范。

2013 年 1 月 11 日至 17 日，来自好莱

坞弗利山庄 WAVE 整形机构的 Peter� G.Lee�

M.D将再次莅临汉密尔顿。作为好莱坞众多

明星的御用整形医师，Peter� G.Lee� M.D 是

美国贝弗利山庄最年富力强、实践经验最丰

富的整形医师，每年亲自操刀的大型手术超

过 400 台， 代表着好莱坞最权威的整形技

术，擅长利用内窥镜技术进行除皱、丰胸，以

及各类整形失败修复等手术，他独特的艺术

视角和对手术的严谨态度，获得了众多顾客

的追捧与信赖。

作为西南地区第一家非手术医学美

容中心创始人，洪伟提倡以最小的创伤，

为求美者带来最大化的年轻化改变，因

此不惜斥巨资完善治疗室的硬件设备。

从四川第一台 UPL 激光设备，到第一台

热玛吉、绿激光，再到逾资千万组建世纪

之星·射频矩阵， 独家引进天肌·净肤顶

尖医疗美容平台， 汉密尔顿已然成为西

南地区乃至全国非手术医学美容技术的

领跑者。

2012年， 汉密尔顿美容医院全新引进

好莱坞黄金眼 3D 整形设计系统，这是四川

省第一台全球顶尖的三维整形设计系统，它

采用三维扫描设备对面部或全身实行

180°采像，重建人体三维形态。专家可结合

自身经验，通过 3D� BEAUTY 软件

（美国专

利技术）

强大的编辑功能，为求美者设计出

整形后的模样。如果顾客对展示出的术后效

果不满意，还可以表达意见，亲自参与设计，

得到属于自己的最佳视觉效果。整个设计过

程不是预估，不是预测，而是让顾客真真切

切看到效果。

精英团队 筑成坚固技术防线

尖端设备 支撑无创之美

1

2

3

明年

1

月 再见好莱坞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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