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测项目： 米兰光塑溶脂紧肤·

10

分钟不开刀祛眼袋

评测时间：

11

月

15

日

～12

月

15

日

评测地点： 米兰整形 （中同仁路

55

号）

评测内容：项目治疗效果、修复时

间、安全性

年终岁末，愈忙愈美丽！米兰光

塑溶脂紧肤， 以其速效、 修复时间

短、多效兼顾的特性，成为年终美人

炙手可热的 “美眼亮眸” 法宝！当

然，有效祛眼袋、同步紧致眼周肌，

全面改善黑眼圈、眼周纹，还有什么

比“米兰光塑溶脂紧肤”祛眼袋更

周到？若不信，自有特邀评测团实证

探访！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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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专家、维美时尚医学美容欧海

波院长日前表示，公开承诺“祛深斑不

愈退全款”，是对消费者的负责。

公开承诺

1

：只为去伪存真

欧海波院长在深斑临床治疗中发

现， 很多深斑女性在一个美容院上了

当， 就对所有医疗美容机构产生了怀

疑，宁可放弃治疗，也不相信深斑能够

治愈。这最终促使他决定率先在公共平

台上承诺“签约深斑，不愈退全款”。

“我就是想告诉深斑女性，深斑是

可以治愈的，只要选对医生选对方法。”

欧海波院长说，“我们承诺如未治愈深

斑， 消费者可以向四川省消保会投诉，

我们愿意赔偿顾客一切损失。” 在这样

的鼓励下，已有数千名深斑女性先后治

愈，重回洁净白皙皮肤。

公开承诺

2

：欧海波的独家秘笈

祛深斑不出血不反弹是欧海波院

长擅长的技术，而他对于深斑治愈的标

准也制定得颇为苛刻：1、 不反弹；2、有

斑的地方治愈后与无斑的地方皮肤一

样；3、自然无痕迹。

传统激光疗法都会对表皮有所破

坏，因此会出现出血现象。而欧海波不

出血祛斑的独家秘笈则主要基于两点：

独有精准锁靶激光科技 直击真皮

层色素细胞

深斑隐藏在皮肤真皮层，在皮下有

大量肉眼看不到的黑色素细胞堆积，源

于尖端军工技术的Aim红外瞄准定位装

置具备的自动导航系统， 能透过表皮

层，精准锁定色斑，光能量直接针对真

皮层色素细胞起效， 做到指哪打哪，避

免了传统激光治疗中， 因指向不准，损

伤正常肌肤的情况发生。

20

年临床激光祛斑经验 深谙有的

放矢之道

欧海波院长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验，对于激光能量的设定能够做到“因

人而定、因斑而定、因部位而定、因时间

而定”，因此不仅能够做到祛斑，不伤皮

肤， 同时还能抑制黑色素继续生成，更

能预防黑色素的二次沉淀； 不出血，马

上可以洗脸和化妆，不影响正常生活和

工作。

（吴筱颖）

近年，成都众多医学美容机构坚持做

公益、行使自己的社会责任，在致力于塑

造一个个光鲜美丽的外貌的同时，也为社

会实现了更多“美丽梦想”———今年9月，

成都天使之翼医疗美容机构援建乐山马

边彝族自治县袁家溪乡老哇云村小学的

行为，成为近年来成都医学美容行业坚持

社会责任，进行众多公益整形援助行动中

的又一亮点。

“本月27日，我将率领天使之翼社会

服务志愿小分队，动身前往马边彝族自治

县袁家溪乡老哇云村小学，参加希望小学

修建的奠基仪式。”天使之翼医疗美容总

经理尤军说，天使之翼的工作人员偶然认

识了在老哇云村小学执教37年的乡村教

师———耍子张加老师，他不仅教孩子们文

化知识， 还为孩子们填平操场里的水洼，

加固年久失修的校门。被他的无私奉献所

感动，“天使之翼爱心基金” 决定拨款12

万元，援建老哇云小学。实际上，天使之翼

医疗美容在建院之初就一直致力于公益

事业。今年3月8日，天使之翼在成都市慈

善总会支持下，启动了“天使之翼爱心基

金”，此基金除了为“阳光育苗工程”筹

集助学经费外，还为家庭贫困、因各种原

因容貌损毁的社会人士提供免费整形美

容援助。此外，还为救火英雄、第四季《中

国达人秀》 成都站首位晋级的“梦想歌

者”殷建行提供烧伤修复援助。

“作为一家塑美机构，天使之翼的直

接任务是为人们奉献容貌美、 曲线美，但

天使之翼的品牌使命却远不仅限于此。”

尤军表示，天使之翼一直秉承着“美，是种

责任！” 的品牌使命。在社会生活领域，美

与善是直接统一的，爱心与善良，是一切

美丽的基础， 它是通过愉悦人的身心，陶

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达到提高生

活质量的目的。形象之美能增加人们的信

心与生活质量，公益慈善更能为社会创造

大爱之美。天使之翼将始终坚定不移地坚

持公益发展道路，为四川增加美丽，为蓉

城医学美容机构增光添彩。

（吴筱颖）

肌肤跨年正能量

祛斑需要

去伪存真

特别报道

天使之翼援建希望小学

用爱与专注成就美丽

———专访天使之翼医疗美容总经理尤军

治疗效果

彻底速效 “冻龄”有方

在探访的100人中， 评测团发现，

98.3%的人在治疗后能立即感觉到眼周

肌变得紧致；99.7%的人认为，“米兰光塑

溶脂紧肤”改善眼袋确实彻底有效。通过

前后对比图不难看出，“米兰光塑溶脂紧

肤”能综合改善眼周问题，不同程度淡化

黑眼圈、眼周纹，实现速效定格青春、美

丽“冻龄”。

27岁的时尚杂志编辑苏小姐

（图

1

）

，

一直在找寻一种能彻底、 全效改善眼周

问题的方法。 长期熬夜加班、 作息不规

律，让她眼睛下方早早地挂上“水袋”，

且伴随黑眼圈、 眼周肌干燥紧绷等问

题。通过“米兰光塑溶脂”祛眼袋后，她

的眼袋消失了， 眼周肌肤紧致盈润，连

黑眼圈也不见了！对38岁的张女士

（图

2

）

来说，“不开刀、治疗与修复时间短”

是她选择“米兰光塑”的决定因素。而

改善后，平滑紧致、匀亮润泽的眼周肌，

焕亮眼神、凸显年轻活力，更是让她如获

至宝。同样的“冻龄”神效也作用于李女

士

（图

3

）

，眼袋、鱼尾纹大幅改善，自信

与魅力俱增！

修复时间

光纤微创 极速修复

治疗时间只需10分钟，而不开刀、微

创治疗， 更是大大缩短了修复时间。那

么，在科技层面如何有“据”可依，米兰

整形医院副院长、 国内著名注射美容专

家张义明为我们做出了解答。

瞬时“液”化

微米级光纤技术，能运

用独特的热效应瞬时“液化”脂肪团，进

而实现10分钟速效治疗。

微创治疗

与手术祛眼袋不同，无需

开刀、麻醉，独特热凝效应更避免出血，

大大缩短修复时间。

精准定位

灵活运用激光手柄，精准

定位眼袋脂肪位置、层次，体贴照顾眼周

每一细微处，实现治疗与修复双重速效。

安全性

双项认证 明星大爱

“米兰光塑溶脂紧肤”这项微创美

眼科技早已风靡欧美，是获双项欧盟CE

及美国FDA安全认证的一项成熟科技。

而有效祛眼袋，并不是它的全部，对

于双下巴、嘟嘟脸、肩胛肉、副乳等局部

脂肪堆积部位， 该科技同样具有神奇雕

琢功效。这也是它能成为明星扮靓秘宝，

长期占据“时尚热宠排行榜TOP1”的原

因所在。

不开刀祛眼袋 10分钟“冻龄”

米兰整形“光塑”祛眼袋 3999元圣诞礼遇特惠ING

美眼有方，冻龄有术！原价10000

元的“米兰光塑溶脂紧肤”祛眼袋，现

价3999元超值礼遇， 其他改善项目全

面8折！更多详情，可登录米兰整形官

网www.milanzx.com咨询。

万人狂欢

米兰整形“圣诞礼遇篮”！

“美眼有方”评测团

明天会更好·传媒大奖评选活动推荐机构

———直击“成都祛斑王”承诺祛深斑不愈退全款的缘由

志愿者服务队为援建小学的孩子送上体育用品

欧海波院长参观泰国

Yanhee

医院

“便秘”是生活和临床中的常见疾病，中老

年人、长时间坐办公室的白领职员、出租汽车司

机、 长途汽车司售人员等都是便秘高发人群。很

多人觉得便秘是小病，只经常为排便困难、大便

干燥、排便不尽忧心苦恼，随便吃点清热解毒的

药物或者泻药就行了。但这些看似不足为怪的表

面症状中，蕴藏着更大的破坏和身体危害。其中

以下几个方面是“便秘”患者的常见表现：

①

颜面色斑：

排毒不畅易生痤疮，或导致面部

色素沉淀、皮肤粗糙、皮疹等。

②

肥胖、大肚子：

易形成梨形身材及大肚子。

③

体臭异味：

毒素的聚集可引起口臭和体臭。

④

食欲低下：

便秘可使腹部胀满，产生恶心、

厌食、食而无味。

⑤

神经衰弱：

便秘病人可有烦躁、心神不安、

失眠等症状。

⑥

引发痛经：

便秘病人由于长期盆腔肌肉刺

激，可引发痛经、腰酸。

⑦

机能减退：

长期便秘病人致免疫力降低和

身体机能衰退。

⑧

并发疾病：

便秘病人可并发肛肠病， 如痔

疮、肛裂、直肠脱垂等。此外，还易患荨麻疹、哮喘

等过敏性疾病。

⑨

诱发癌症：

有害毒素持续刺激肠黏膜，易导

致大肠癌。

⑩

造成猝死：

特别是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

疾病患者，排便困难可使血压急剧上升，造成中风

甚至猝死。

从中医理论来讲，要有效治疗“便秘”，当补

气养血，补肾生津，肠有力，津液生，肠动力足则便

自通。 现在如同济便乃通茶等产品即是根据中医

“虚则补之，燥则润之”的治疗原则，突破以泻治

便秘的传统方法， 采用以养治便秘。 每天轻松通

便，身体才健康。 (

黄文娟

)

便秘危害 你重视了吗？

天使之翼医疗美容何全平院长正为顾客
设计

3D

再生复合体全鼻塑美方案
奥黛丽

3D

再生复合体美鼻令整体气质焕然提升

提起隆胸、隆鼻等整形项目，也
许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 “假”、“硅
胶”。其实，整形假体发展了 100 多
年，全球整形医生一直在寻找更为理
想的，生物相容性、塑形性、色泽都能
更趋真实的永久性材料。2011 年，成
都整形专家何全平博士在第 18 届世

界美容医学大会上以“再生复合体隆鼻
技术”带来的“真鼻”效果震惊国际整形
界。经过一年的升级完善，基于此项技术
的“奥黛丽 3D 再生复合体塑鼻”现已在
成都天使之翼医疗美容成熟开展。该技
术的全面运用，或将终结鼻整形的“硅
胶”时代。

终结硅胶时代
“再生复合体鼻整形”震惊医学界
———蓉整形机构以“再生复合体”代替硅胶假体塑造全真鼻

背景故事

奥黛丽3D复合体塑鼻诞生之路
2006

年， 美国
Cytori Therapeutics

生
物技术公司历时

8

年研究， 运用再生生物
工程学重建人体组织， 成为医学领域又一
重大变革。 此时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
问的何全平博士对此密切关注， 并就再生
技术在鼻整形领域的应用建立了课题。

2008

年， 经两年研究与临床测评，何
全平博士在第三届全国颌面整形美容外科
学术大会上，就“再生技术在鼻整形领域的
应用”做报告，受到业内专家如潮好评，为
“再生复合体隆鼻”奠定理论基础。

2010

年，何全平博士应邀与国家生物
医学工程高技术产业化专项———再生型生
物膜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展开合作，切
实将再生材料投入鼻整形临床应用， 同时
反复验证与完善直至成熟。

2011

年，“再生复合体”材料已趋于成
熟， 何全平博士则在鼻整形的术前设计上
升级，融入数字美学理念，并在同年召开的
第

18

届世界美容医学大会上以“

3D

再生
复合体塑鼻”进行学术报告，折服了全场千
余位各国专家。会后，何博士拟将这项日臻
完美的技术推向市场，然而，这具有高科技
与高精准性的术式，对手术环境要求极高，

仅靠医生的技术和经验， 还不足以普及性
地呈献给广大爱美者。

2012

年，何博士携“

3D

再生复合体塑
鼻”，加盟国内少有的具国际背景的整形机
构———天使之翼医疗美容。 天使之翼斥巨
资打造接近心、 脑外科手术洁净度的国际
标准层流净化手术室群、 德国毫米级凝血
系统等系列尖端设施， 高技术平台使得再
生复合体隆鼻技术得以实现。现在，在天使
之翼国际事业部的硬件、 专家资源整合配
置下，“奥黛丽

3D

再生复合体塑鼻” 成功
完成升级，全面展开应用。

美丽惠
2013

年
1

月
3

日前，天使之翼医疗美容系
列特惠：

■

庆“奥黛丽
3D

再生复合体塑鼻”技术
成功应用，限量

7.5

折
■

全场美丽消费
7.5

折起
■

韩式重睑术、 韩式隆鼻均执行跨年回馈
价：

2013

元
■

瑞蓝玻尿酸（

1ml/

支）买一赠一
■

衡力注射瘦脸
1580

元（限网络预约，每
日

5

名）

详情请拨：4000-2000-99
或登陆：www.tszyzx.com

（吴筱颖）

提起美鼻的代表人物，不得不让
人联想起奥黛丽·赫本。何院长表示，
天使之翼将“3D再生复合体塑鼻”冠
以“奥黛丽”美名，正是希望每位爱美
者通过这项全鼻综合整形技术打造，
拥有奥黛丽·赫本般与个人气质与整
体形象相得益彰的个性化天然美鼻。
这样的塑美标准，单靠材料的先进是
不够的；同时，高科技的再生复合体材
质，在专业的美感设计与手术操作上，
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让术后美鼻无论从外观还是
触觉都无限接近真鼻，“奥黛丽 3D 复

合体塑鼻”在术前设计时，将全鼻划分为
鼻背、鼻尖、鼻小柱三部分，用复合体的
补片、自体软骨、高分子材料组成部分分
别去构建坚实挺拔的鼻背、富有弹性的
软骨鼻尖、柔软灵动的鼻小柱；将全鼻细
分为 21 个精细部位，精确测量鼻面角、
鼻唇角、鼻尖曲半径等 9 项美学参数，精
确模拟鼻背的骨性强度、鼻尖的弹性软
骨构成、鼻小柱的肌肉和皮肤柔软度等
不同的形态结构，结合求美者个人的五
官比例，个性气质，微创精雕，综合塑形，
实现从视觉到触觉“数字化”打造全鼻
的整体美感。

3段21区9项参数
数字化方案精准植入高保“真”

传统的鼻部整形，较容易看出“人
工”的痕迹，一方面是因为传统隆鼻仅
简单追求鼻子的视觉效果，如高度和
挺直感，忽略了与五官的个性化和谐；
更重要的是塑鼻材料的局限。
“常规假体材料，质地较硬，与鼻

部组织的相容性不够完美，术后鼻子
没有天生的柔软度和流畅感；尤其当
假体位置植入较浅，或者求美者的鼻
背组织过少，容易导致术后鼻梁有透
光感或可见假体边缘的问题，效果肯
定不够理想。”同济大学整形外科学
博士、天使之翼医疗美容机构院长何

全平介绍说。“而现在我们推崇的‘再生
复合体’，是将再生生物补片、自体真皮
瓣或软骨、进口高分子材料有机整合的
结果，首先从材料上解决 ‘假’ 的问
题。”
据了解，“再生复合体”借助生物补

片强大的诱导组织修复功能，与自体软骨
结合，诱导鼻部组织新生，增加组织厚度，
就像运用自身细胞和组织在隆鼻，同时高
分子材料、软骨、皮瓣又保证了术后鼻子
各部分的强度和柔软度与天生美鼻无限
接近，不仅杜绝了传统隆鼻“透光感”、
“顶穿感”，视觉触觉均更真实！

再生复合材料塑“真”鼻
视觉触觉完美乱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