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引进国际尖端设备，到组建中国最具实力

的专家团队， 到参与国家卫生部委托项目———《中

国整形美容医疗机构标准体系》的起草。我们对每

一个细节苛求，我们坚信，只有我们做得越来越好，

你才会至善至美。”

悦好整形美容医院从诞生起，就以做“中国抗

衰老整形美容领导者”为目标和方向。悦好的追梦

之路每一步都很踏实， 探索出对国内整形美容行业

都极具参考价值的“悦好抗衰老模式”。

2013年，悦好荣获博鳌亚洲论坛“博鳌奖”最具

价值品牌 (亚洲整形机构仅此一席)，悦好已成为国

家卫生部医管司委托中国医疗整形美容机构服务质

量试点评价医院（全国仅九家）与“中国整形美容

史杰出贡献奖”单位。

悦好抗衰老模式详解

你有多少顶级专家， 就有多少号召力

———悦好

拥有“中国整形泰斗”王炜领衔，曾高、谢宏彬、李

勤、王祥、屈晶等60余位国内外知名整形美容大师组

成的“梦之队”，并经常邀请全国权威专家来蓉会诊

和手术；

你有多少王牌项目， 就有多少话语权

———悦好

特别研发了“全眼整形”系统，并荣膺中国眼部整形

的金奖，加之刚刚成立“亚洲眼袋研究中心”，眼部

整形已成悦好一面旗帜。除此之外，光魔皮肤管理、

索美双平面隆胸、IRS复合隆鼻等100余项全球尖端

专利技术引领行业话语权；

你有多少全球一线品牌 ，就有多少人气

———

来自华熙福瑞达最新玻尿酸“润百颜”抢先进驻

悦好，令消费者无比惊喜。此外悦好拥有的麦格

系列最新高端假体、 高泰克斯膨体、villa� medica

德国羊胎活细胞抗衰、德美美胸技术以及微针生

物抗衰疗法等，都是国际一线产品，在全球拥有

超高人气；

你能开启多少风尚， 决定你有多少影响力

———

世界先锋艺术家毕加索艺术大展，全球42国超模，刘

晓庆《风华绝代》剧组、中国好声音，电影《越来越

好》，悦好一次次将艺术、时尚与成都生活完美的嫁

接，影响这个城市的生活。

（吴筱颖）

案例一：

某地工商局在根据群众举报检查一会议营

销场所时，遭到不少老年人的阻挠，说是工商查错了，那

里人好，卖的东西也好。弄得执法人员苦笑不得。经过一

番解释后，老人们才纷纷意识到自己被忽悠了。据调查，

该案件的当事人每天清晨到附近小区和公园发放宣传

单、廉价小礼品，吸引老年人去酒店“开会”，有时“会

议”还管饭，在“会”上，他们打着“绿色、健康、高科技”

等旗号，片面夸大保健品或医疗器械的功能，用雇工或

“药托”的现身说法，使老年人对其功能深信不疑，从而

顺理成章地以高出产品价值十倍乃至百倍的高价对老

人销售。

案例二：

退休教师周大爷有十几年的糖尿病史。有一

天，小区里来了一批热情的姑娘、小伙，看见老人步履蹒

跚，他们上前搀扶；看见老人手提重物，他们飞奔上去帮忙

提送至家中；陪老人聊天，给老人读报、按摩……小区的老

人对这些年轻人非常赞赏， 周大爷也是其中之一。“大爷，

其实你的糖尿病可以治好的。” 姑娘小伙们开始关心起老

人的病来，他们说，有一种依据诺贝尔生物医学理论研发

的进口食品，能“降压降脂，溶血栓，解决心脑血管疾病

……”在这些人的温情关怀及“买12送3”的诱惑下，周大

爷花了8000多元买了12盒。服用20多天后，周大爷双腿严

重水肿、发亮，脸也肿得像圆盘，他被送进了医院。周大爷

的家人在网上查询，发现这价格不菲的进口食品，原料是

大豆蛋白，每盒成本不到1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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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脱毛作为一种有效、安全、永久的脱毛

方式，颇受爱美者追捧。然而，脱毛广告琳琅满

目，价格也高低不同，究竟谁更值得信赖呢？本土

大型医学美容机构———成都天使之翼医疗美容

开行业之先河，推出“个性诊断、签约脱毛、终身

维护”的服务，用自己的品牌来为消费者担保，

颇受好评。

个性诊断 顾客信赖

在医美行业中，一些机构为追求利润，很少为

顾客进行个体情况诊断，启动脱毛机便直接操作，

以便节约时间尽量多地接待顾客。 天使之翼激光

皮肤科主任吴凤玲医生表示，这种草率的“流水

线作业”在天使之翼是严禁采用的。“在进行脱毛

之前，我们会根据顾客的肤色、毛发质地、疼痛耐

受度做出诊断， 在高智能化的激光脱毛仪器上设

置最适合他（她）的脱毛能量参数。这样才能保证

最佳的治疗效果和安全、舒适度。”

顾客华小姐表示，“医生诊断得很详细，还特

别询问了我对疼痛的敏感度， 专门设置了仪器能

量的大小， 所以在治疗过程中没有不舒服的感

觉。”

品牌承诺 签约服务

除了在脱毛效果和舒适度上有保障， 天使之

翼“包干价、签约服务、终身维护”是最吸引消费

者的一点。在众多“单次体验价”、“免费体验”的

噱头面前， 天使之翼医疗美容各个部位激光脱毛

价格均执行“包干价”，并且敢于签约承诺“终身

免费维护”， 免除爱美者后顾之忧。 即便是20年

后，脱毛后的部位有毛发长出，都免费脱除。以清

晰的语言， 将承诺落实到具有法律效力的白纸黑

字上，消费者才能更加放心。相信，只有建立在成

熟的技术经验、 诚信的从业宗旨和强大的品牌实

力之上，才有底气推出这样的服务。

天使之翼

3

月脱毛“包干价”一览：

脱腋毛

660

元 脱前臂或小腿毛

1380

元 脱

唇毛

980

元。其余部位包干价

7

折。

（吴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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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老年朋友 别掉进温情陷阱

诚信，从签约服务做起

天使之翼首推

“签约脱毛.终身维护”

为美而生，为美负责

行业巨献：

“悦好抗衰老模式”瞩目全城

诚信， 是天使之翼品牌创始人的处世原则，

更是天使之翼品牌自成立以来时时刻刻放在首

位的经营准则。我们对诚信的解读是：把顾客看

做自己的家人，将技术做到完美，将服务做到极

致！正因如此，天使之翼在国内外设备、技术、专

家和服务团队的引进和组建上更是精益求精。

参与单位

成都天使之翼医疗美容

诚信

宣言

诚信，是悦好整形美容医院对消费者的一

种承诺和保障， 也是对行业文化的一种担当。

我们为美而生，必然为美负责。而诚信，是负责

的前提。诚信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理念，更是一

种日常行为。我们一直如此，这是诚信最好的

表达方式。

参与单位

悦好整形美容医院

诚信

宣言

每年3.15， 成都商报都会接到关于老年人买保健品上

当的投诉，老年人警惕性不强，易轻信营销人员的宣传。为

此，老年人要特别注意，对自己不了解的所谓“高科技”产

品不要轻易购买，要多和家人商量或直接拨打政府相关部

门或消协电话咨询，谨防上当受骗。不要轻信营销人员的

宣传，留心包装物标识、管理批号是否合法、规范；购买商

品时不要轻易采取网络、邮购、电话等方式购买，不要草率

相信口头承诺， 并索要和妥善保管购物发票和相关凭证。

注意保健食品与药品的区别， 购买时要注意认清 “国食

健”和“国药准”字号，要查其批准文号，不要盲目相信保

健食品所谓对疾病的治疗功效。 若发现权益受到损害，应

及时到消费者协会投诉或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诉、举报。

同时，老年人易被他人以温情打动，这也警示大家，人

到老年难免有些孤独感，他们渴望家人的关怀。如果家人

多多关爱老人，有意识让老人接触和具备一定的真正有效

的保健知识，就可以防止别具用心的人打着温情的旗号来

钻空子。所以，家有老人的朋友，是不是该多用点时间陪陪

老人呢？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如何避免掉入温情陷阱？

消费预警

“三步一个张曼玉，五
步一个林青霞”。到成都
春熙路上看美女，几乎是
成都这座城市的另一张
“文化名片”。

美女资源丰厚的背
后，则是美丽产业的兴盛。
成都美容行业竞争不可谓
不激烈，如今成都市内将
专业医学整形医院与各大
医院的整形门诊加起来大
约有 100 多家。这使成都
赢得了 “中国整形第一
城”的称号，但在这 100
多家整形医院和门诊当
中，却只有一家注定要成
为这个盆地的“叛逆者”。

这家医院的名字叫做
悦好整形美容医院。品牌
成立之初，取的就是要“越
来越好”：“女人仅有美丽
是不够的，还要年轻”；
“医院有最先进的设备是
不够的，还要有最资深的专家团队”；“为
顾客服务是不够的，还要热心公益”……
2012 年最具价值品牌奖, 这也是中

国乃至整个亚洲首个获得博鳌奖的整形
美容机构，意味着悦好纵身一跃成为了
博鳌亚洲论坛中小企业发展论坛最具价
值品牌 10 强。

从悦好联合推出的各项文化事业
中，你大概能够揣测其视野的宽度。悦好
合作的由章子怡、郭富城领衔的贺岁电
影《越来越好》在 2013 年新春上映；与
世界超模等国际时尚机构广泛联动，邀
请 30 余位世界超模一起举办“同超模一
起美”大型活动；举办数十年也难得一
见的毕加索中国大展……

最新捧回来的奖项，则是中国整形
美容史杰出贡献奖，这意味着悦好的目
标是要为美修史立传。

种种耀眼光环之下，只因为悦好整
形美容医院，从品牌创立之初，就立志：
不止是美的生产者，更是美的艺术家。

越来悦好：
美与青春可轻松兼得
美丽与青春，你更希望拥有哪个？
对于这个问题，不少人认为是鱼与

熊掌的问题，认为不可兼得。而身为中国
抗衰老引领者的悦好整形医院则认为，
美丽与青春不是一道选择题，用可靠的
技术支撑，让女人不妨贪心一点。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人一老的时候，眼

睛就首先开始衰老，因此很多中年女性的
美容重点已经从全脸、五官转移到了眼睛。

根据这种情况，悦好特别研发了

“全眼整形”系统，据了解，这种技术通
过手术和非手术的方法，可以综合解决
眼部衰老的问题，重焕眼部青春。并由于
该眼部整形技术独特的抗衰老理念，还
获得了中国眼部整形的金奖。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位来
自好莱坞眼整形专家———美国眼王屈晶
教授。屈晶教授作为美籍华裔整形专家，
现在已强势加盟悦好。做了 30 年的整形
美容的她，一直坚持眼部整形为主导方
向，之后又担任美国纽约 Downtown 整
形美容医院眼部整形首席专家 10 年时
间。她成功地打造了一批好莱坞明星，在
美国轰动一时的美国大纽约地区选美小
姐亚军就是出自她之手，独创了“屈氏
眼眉综合美雕术”，擅长电眼成形术，不
良眼形修复，眉部整形及修复手术。

正是她的保驾护航，让心灵的窗户，
不会老去，让四十岁的女人的双眼，也可
“电力十足。”

不仅如此，在“中国整形泰斗”王炜
教授的带领下，悦好医学美容医院院内
的每一位专家，都在抗衰老方面拥有独
门秘笈。如中国台湾的许英哲教授的完
美隆鼻术，四川省十大名中医胡运光教
授，中医治疗黄褐斑的独家功夫等等。

越来悦好：
不老泉的背后是不凡的科技实力

在整形美容界，曾有一个笑话是这
样说的：“千万不要和走出本院的女士
调情，因为，她的年龄有可能是你的祖
母。”这虽然是个笑话，对于不少爱美女
性来说，这更像是一个童话。

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青春不老？哪一
个走在街上不希望路人频频回头呢？
悦好在抗衰老领域的孜孜以求，让不

少受益的女性朋友亲切地说，悦好，就是
一泓不老泉。而笔者揭秘，这不老泉水不
是魔法魔术，而是悦好医院里，汇聚了全
球抗衰老科技之精华，众多世界一流的实
验室，纷纷把悦好当作自己最新科技产品
的发布平台。

据了解，美国、德国等地区的知名医
学美容企业纷纷将自己最新发布的新品
带到了悦好，比如，来自华熙福瑞达最新
玻尿酸品牌润百颜，第一时间进驻悦好整
形医院的。这款产品不仅质量高于欧洲药
典及日本药典标准，杂质含量极低，并通
过全新的专利技术，使得玻尿酸更加均
匀，最终获得更为自然的外观效果。

在悦好首发的还有新麦格系列产品，
它是来自美国Allergan 艾尔建公司的最新
高端假体。来自德国的 VILLA MEDICA
羊胎鲜活细胞也已进驻悦好，它拥有非常
自然、持久、全面的抗衰老回春秘诀。还
有、高泰克斯膨体、PRP焕肤抗衰技术、德
美美胸技术、以及微针生物抗衰疗法……
正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成就了悦好不

老泉的美名，而悦好以越来越好这一堪称为
苛刻要求，不断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以及业
内跨学科的交流。悦好医学美容医院在关注
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力求弥补生活美容版块
的缺陷。成功推出高端品牌|BESPOKE（碧
丝柏珂），为美容院运作的各个方面提供技
术支持，并在全川计划合作提升1000~1500
家资深美容院，全面打造医学美容与生活美
容一体化的全新格局。
相信悦好，必然会越来越好！

悦好整形：
不止是美的生产者更是美的艺术家

悦好联袂章子怡、 郭富城领衔主演的
《越来越好》

悦好荣膺博鳌亚洲论坛“博鳌奖”最具
价值品牌十强

悦好整形倾力打造母女姐妹花

瘦身是为了获得好身材
而非单纯减重

“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在瘦身之前，
并没有想清楚目的是什么。”同济医科
大学博士、“环状立体医学减肥”技术创
始人、成都天使之翼医疗美容机构院长
何全平教授语出惊人。“在我的顾客中，
有不少女性以前减肥最常选择的方式便
是节食，在不吃或少吃一段时期后，往体
重秤上一站，哗！我瘦了！减肥成功！”
体重减轻就是瘦身的目标吗？专家

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瘦身的根本目
的是获得好身材，而并非单纯的减掉体
重。体重对身材是否匀称、富有美感只是
相对标准，不能划等号。”由于一味求
“瘦”，很多女性采用了“过午不食法”
等民间流传的不科学方式追求“月瘦 20
斤”的极端效果，甚至体重没超标的人
也在“狂减”，这样不仅塑造不了好身
材，反而付出了损害健康的沉重代价。
不科学的节食断食，会让肠胃失调，基础
代谢率异常；减去的也只是身体里的水
分和肌肉，会让身体失水而让皮肤更加
松弛，毫无美感。

好身材如何修炼？
减重、消脂、塑形三部曲

“科学的瘦身，将身材管理体现成

‘减重’‘消脂’‘塑形’三个指标，并根
据个体的差异和需求进行调整。”何全平
博士介绍说，身材曲线的完美程度与身
体脂肪与肌肉的比率、脂肪的分布、肌肉
的形态、皮肤紧致程度这几大要素都有
密切联系，要想获得优雅迷人的身材，不
能单纯从体重或其中某一方面下功夫。
“举个例子，同样 1米 62的身高、体重
100 斤，局部腰腹大腿脂肪囤积、皮肤松
弛的人与脂肪分布合理匀称、肌肤紧致
的人相比，谁更具有美感，不言而喻。”

据悉，何全平博士率领的天使之翼
医疗美容专业团队，倡导“减重”、“消
脂”、“塑形”瘦身三部曲，这是一种从
整体到局部，从重点到细节，追求整体匀
称和紧致优美曲线的科学瘦身模式。
其中，“减重”阶段是运用中医辨证论
治，科学合理循序渐进的减重，而且只是
针对体重超过标准，有必要通过整体减
重来实现身形基础调整的人群。
“消脂”阶段，则是通过微创手术吸

脂，针对性地将局部囤积的脂肪吸取出
来，什么部位影响到了整体的曲线美感，
就调整哪里的脂肪多少。当脂肪细胞的
绝对数量消去之后，局部的塑身才是有
效并且持久的。
“塑形”阶段，雕琢细节。追求完美

的女人一定不会忽视掉像咬肌肥大、双
下巴、蝴蝶袖、副乳、壮小腿这些脂肪团
聚集或肌肉膨出造成的小瑕疵，这些更
为细节的局部塑形，则通过注射肉毒素、
光纤溶脂、射频紧致等无创或微创的方

式来解决。

相关链接
天使之翼立体瘦身三部曲

■

整体减重： 每疗程能实现健康减重
5-10kg

的效果。针对有必要减重的体重超
标人群， 通过中医辨证施治， 采取无痛针
灸、推拿点穴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激活经络
功能，调节脏腑的功能，控制肠胃对食物的
吸收量，从而减少能量摄入。

■

定点消脂：吸脂可减少腿、腰或臀围
5-15

厘米。针对腰腹、大腿、臀部等容易囤
积大量脂肪的部位， 精确吸出多余脂肪细
胞。 全球首创先进螺旋式水刀吸脂技术，选
择性针对脂肪结构，定位吸脂，智能化保护
血管、神经等组织，术中安全无疼痛。医生团
队具有上千例成功吸脂经验，吸脂深度拿捏
精确，术后皮肤平整紧致。

■

精雕塑形：采用注射、激光、射频等
微创无创方式， 对影响身材美感的局部细
节进行针对性雕塑。 如：针对因肌肉膨出引
起的“大脸”、小腿粗壮，采用注射

BOTOX

的方法将不合理的肌肉曲线收小调整；针
对双下巴、蝴蝶袖、副乳、曲线松弛等，则通
过光纤溶脂、射频提升紧致来解决。

【天使之翼享“瘦”特惠】
即日起到3月31日
·立体瘦身三部曲“减重”、“消脂”、“塑
形”基础套餐 4999 元（含针灸减重 10 次、
全息水动力舒柔吸脂 4个部位、注射瘦脸
或溶脂瘦脸 1次）
·吸脂 780 元起 / 部位；针灸减重 880 元 /
疗程；衡力瘦脸针 1580 元
·更多美丽特惠：韩式重睑 2200 元；激光脱
腋毛 660 元包干；瑞蓝玻尿酸买一送一
如有关于瘦身的疑问，可拨打瘦身科
普热线4000-2000-99或登陆
www.tszyzx.com了解。

（吴筱颖）

你真的了解瘦身吗？
天使之翼瘦身三部曲雕塑好身材更科学
“要么瘦，

要么死？”这
条在微博上流
传极广的极端
言论，虽然不
值得提倡，却
还是侧面表达
了女人们对纤
瘦身材的向
往。但是说起
真正专业而科
学的瘦身方
法，爱美大众
的了解或许就
有限了。近日，
带着广大爱美
者因春装上市
而越来越迫切
的瘦身要求，
笔者走访了医
疗美容专业人
士，了解什么才
是科学瘦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