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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视率一跃破“4”，《中国好

声音》 无疑是这个夏天的最大赢

家。“好声音”的火爆确实戳中选

秀恶趣味炒作、对样貌“挑剔到牙

齿”的“七年之痒”，但“好声音”

跳脱了吗？ 娱记们出现了久未出

现、情感成本高昂的意见分歧。

剧透、炮轰风波、情感利用、

幕后挖角等系列风波显示，“好声

音”显然未摆脱“炒作”冲动。那

么这档号称“以真声音、真音乐为

唯一宗旨” 的节目能否摆脱对样

貌的挑剔呢？

“绝对公平的盲听、盲选”？

声音长相反差大更容易入选！

节目未播出时，媒体已经发出“盲选

是否会选出唱歌很了得而样子却很恐龙或

青蛙的选手”的质疑。

制作方回应：“我们派出了40多个导演

到全国各地的音乐学院、演艺酒吧等挑选选

手，当然也有艺人推荐的人选，一共物色了

七八百人。先是音频组录音，让选手们在同

样的设备下唱一首自己觉得最好、最满意的

歌，从中挑出近400组。我们主要看中三种类

型的好声音：流行唱法唱得特别好的，能唱

得特别高音的， 还有很怪很另类的声音；然

后再对比导演组拍回来的选手照片，再选出

200多组，也有三种类型：唱得好、长得好的，

长得平平无奇但唱功了得的， 还有唱得很

好，但是样子和声音反差很大的，比如长张

小孩的脸却是成人的嗓音，很可爱的小女生

却唱出粗犷的男音等等。挑选的时候我们没

遇到声音很好，但是样子却让人不太舒服的

选手，都是普通型吧。”

制作方回应后，“声音长相反差大更

容易入选”迅速成为报媒标题。网友更质

疑：比对照片环节，“再选出的200多组”选

手中有那么几个特殊选手，或样貌不足，或

张口难看，实力也不强，疑似“为显示公正

的精心安排”。所谓“绝对公平的盲听、盲

选”、“不挑剔样貌” 的前提都不充分，也

许仅仅是噱头！

“传递正能量”面临现实考验

7天美牙，美钻牙护航明星“面子”问题

张口难看只是龅牙、 乱牙一宗罪，影

响脸型和唇形才是大问题。特殊选手的龅

牙凸唇、乱牙都引起网友热议。正面例子

是专业出身的选手金池，车祸导致牙齿出

问题后，当时再拮据也要装上“牙套”保

住唱歌机会，感动了导师并被保送入组内

4强。

知名娱评感叹，“好声音”太理想化地

“传递正能量”，面临挑剔到牙齿的“7年

之痒”的现实考验。“雷人”的丑牙在任何

行业都会极大减分，影响到“面子”问题，

这也是当红艺人热捧不拔牙、 不伤牙根的

美钻牙韩国美牙技术的原因。

艺人比拼“细致到牙齿”

明星级美牙技术有什么不同

明星PK ， 细致到牙齿才是常态。被

誉为香港最美女艺人的张姓女星， 曾花

费40万港币整牙； 首个到中国内地发展

并创造票房《神话》的韩国金姓女星也

受益于面型、唇形、牙型全计算机设计的

美钻牙7天美牙技术，美了牙，更美了脸

型的她，成就了韩一线影星地位。

很多市民感到迷惑， 这个被誉为

“钻石牙”、当红韩星纷纷采用的美钻牙

与传统的箍牙、烤瓷牙有什么不同呢？为

什么会获得娱乐版、社区金版的推荐，成

为爱牙大普查的支撑技术？ 受惠者的回

答很具代表性：“7天，牙齿亮白整齐了、

嘴唇不翘了、脸型更协调了，整个人也更

自信了”。

美钻牙四大尖端优势

快速：

仅7天到院2次，矫正美白全搞

定，乱牙、丑牙、色素牙都消失了；

逼真：

牙齿整齐漂亮，每颗都如钻晶

莹，千万倍写真相机下也无懈可击；

性感：

国宝级口唇微调技术， 让牙

齿、唇形、脸型一起变柔美、变性感；

健康：

不拔牙不伤牙根，不仅恢复牙

齿功能，口臭、牙结石、牙菌斑都没有了。

专家支招

“假牙”对牙齿伤害大，韩国国宝级

美钻牙独特的计算机设计、 打磨钻石的

工艺、独有的生物生长相容性、国际500

强出众品质，是业界领先的“真牙”美牙

技术。

爱牙大普查回声

牙齿、嘴唇变漂亮了，他们会捡起我的歌

张婷（化名）

/24

岁

/

北漂歌手

由于龅牙的影响， 张婷笑起来不美

观，上唇还有点外凸。说到失败的北漂，她有

点伤感：“试镜时， 面试官特意要求张口笑，

主要是因为我的牙，他们还把我写的歌丢在

地上。”做了美钻牙后，张婷非常满意：“牙

齿、嘴唇都变漂亮了，我会让他们把我写的

歌捡起来的！”

牙齿健康了，我的目标是活到

100

岁

顾阿姨

/62

岁

/

退休公务员

我的牙坏得早， 平时吃东西只能用尖

牙，胃的负担大影响身体，还成了孩子的负

担。之前做过活动假牙，难受不说，还弄得牙

床很疼。现在做的“美钻牙”就和我30岁时

的牙齿一样，牙齿健康了，我的目标是活到

100岁。

美钻牙三个认准

� � 1.

认准韩国“

YOUNSOO

”整形牙科授权；

2.

认准“美钻牙”专业操作医生；

3.

认准“美钻牙”终身质保体系。

十一盛惠，年仅一次！

200颗“美钻牙”免费送，来电就送！

爱牙大普查支撑技术美钻牙， 十一盛

惠。 由于美钻牙独立执行且优惠力度大，本

活动仅国庆期间执行，年仅一次。若自己、家

人、朋友患以下牙齿疾病，请马上拨打电话：

86627725申领。

牙齿形态不美观、重度四环素

/

氟斑

/

黄牙、

烤瓷牙失败、牙性凹

/

凸

/

歪唇、牙性大小脸等：

·来电前

50

名，送美牙效果蜡型，美牙效

果提前可见；

·基础补贴

400

元

/

牙，价格直击市场底线；

·美钻牙免费送，做两颗，送一颗，限

200

颗，送完即止。

轻度四环素

/

氟斑

/

黄牙、染色牙、大黄牙等：

·皇室恒温美白超低半价特惠，限额

50

名。

连续多颗牙缺失等：

·“种植牙太贵，活动假牙受罪”美钻牙

记忆金属支架半价特惠，限

50

名。

《中国好声音》戳中选秀7年之痒

“传递正能量”坚守面临关注样貌质疑

好声音舞台

美

牙

效

果

美牙前 美牙后

解开明星保持青春的谜底

科学研究显示，25岁以后，人体细胞之间的无形成分“透明

质酸”会加速减少，使得细胞支架和弹力纤维之间构成塌陷，再

加上地心引力的不断作用，皱纹开始出现。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

长，透明质酸和胶原蛋白的流失会越来越快，形成明显的肌肤衰

老征象。

明星不会老，她们就像吃了“不老仙丹”，似乎美貌可以长

久保鲜。这是大多数人对于明星的看法。明星们亦是凡人，同样

会遭遇到衰老危机。实际上，在作息时间颠倒、每天带妆至少12

小时以上、长期聚焦在镁光灯下等各种因素的刺激下，明星应当

比常人衰老得更快。但为什么十年前的她们和十年后的她们，看

上去几乎没有变化呢？

明星对于身材与肌肤的保养全面是一部分原因， 但更多是

因为她们借助了高科技的“微整形”技术来挽留青春。在生活水

准日益提升的今天，明星整形真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奇闻趣谈了。

而微创整形是一种全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其时间短、见效快、零

恢复期等优点， 加上丰富的临床试验表明微整形拥有非常理想

的效果。所以近年来受到国内众多明星、名媛的喜爱。

为何越来越多的人青睐微整形？

提及整形， 大家脑海中浮现的恐怕多是冰冷的手术台和血

腥的手术场面。如果你对整形的认识也仅停留于此，今天不妨随

我们步入“后整形时代”，一起见证在没有“刀光”、没有“血

影”之下，“小动作”如何成就“大美丽”，且美得毫无痕迹、美

得悄无声息，甚至连身边的他（她）也未能察觉……

微创整形是一种全新的美容整形技术，临床试验表明微创

整形拥有非常理想的整形效果。利用高科技的医疗技术，不需

开刀，短时间就能变美变年轻的特性，取代过去的整形外科手

术，安全、没有伤口、无恢复期等优点受到越来越多求美者热烈

追捧。

小动作：局部变化、和谐整体

爱美是女性的天性，随着美容技术的进步，爱美人士对美容

技术也越来越挑剔，简单快捷的微创美容方式，是适应现代快节

奏生活女性的美颜首选方式。与传统的整形手术效果明显不同之

处：微整形不用动刀，更加倾向和谐的面部搭配，整形医师对整形

者面部进行多项手术，最终的结果不像大型整形手术能明显看出

整形的痕迹。虽然整形已经抬到桌面上了，可是有些人还是不想

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美丽是来源于整形。而微整形正好满足求美

者这一要求，让别人在惊叹你的美丽的同时，却看不出痕迹。

目前微整形最受欢迎的美肤项目有：C D T微雕美塑、塑美极

Ⅱ抗衰老、黑色素递减术、韩国4D 飞梭活细胞回颜术等。由于脸

上的皱纹并不是能明显地看出多少，往往人们只能感觉一个人是

否年轻、皮肤是否光滑，却很难有实际的参数来判断，注射渗透抗

衰老就通过细微的注射手术实现了面部皮肤的“零皱纹”，由此

深受整形者的喜爱。

黄卫红院长表示，微整形注射美容作为一项微创、效果明显的

美容技术，可以为消费者带来非常明显且安全贴心的体验，且治疗

范围覆盖除皱、面部下垂提升、改善肤质、面部轮廓塑形、隆鼻、隆

颏、丰面颊、丰太阳穴、丰唇等较为全面的面部塑形，并且不同于传统

美容整形手术需要一定的恢复期，从而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它

是利用高科技手段，例如注射、激光、电波等方式让外形得到改善

的美容方式。由于这些方式在使用过程中无需开刀，不流血、更不

会留下伤口，因此安全系数较高，这也是其获得国际整形美容界和

全世界时尚人士、乃至全球“外貌协会”推崇的主要原因。

不同年龄，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

在这个风姿绰约的年代， 女性需要更多的自信来承受压力，

无论你是刚开始绽放美丽的少女， 还是到了收获生活硕果的年

龄，一个个高科技微整形美容项目，都能为不同年龄段的你带来

不同的美丽感受。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广大爱美者总被各种问题困扰，同时让想变美但又怕做手术的求美者望而生畏，于是微整形顺应而生，让你

彻底放心去接受年轻美丽的改变，再也不用受缺陷部位或肌肤衰老之折磨，如：尴尬无比的鱼尾纹、损伤面子的大肥脸、薄情无义的

薄嘴唇、令人生厌的伤后疤痕、难以掩饰的粗糙肌肤、堪比熊猫的黑眼圈、缺乏气质的踏踏鼻、疲惫不堪的大眼袋……

微整形：小动作大美丽

明星年龄的“防腐剂”

20岁完美塑形：丰颞、丰额、丰唇、丰面颊、丰下巴、丰耳垂、美鼻、瘦脸等

20岁的女人，刚开始绽放自己的亮丽，鲜亮的容颜、飞扬的激情，只要加一点点绚彩，就能美得更张扬更自信。据玉之光微创抗衰

老专家黄卫红院长指出，在容颜方面，20岁的女性拥有的青春是美丽的最大来源，可以考虑进行一些成熟的、精巧的塑形方式改变面

部缺陷部位。

30岁改善肤质：美白、嫩肤，恢复肌肤整体年轻态，重生胶原蛋白，增强皮肤保湿能力，再现青春容颜

30岁是女人最好的年龄，既留有青春女子的心境，又有走向成熟的心态，女人们会要求容貌依然保持“状态”：面容自信、皮肤白

皙，招摇过市的时候，依然自信show出风情。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个时期的女人们生理机能也出现减退，皮肤开始走下坡路，出现松

弛、皱纹、色斑，甚至容貌身材也不甚理想了……也该盘算着动用微整形为将来的美丽做个投资了。

40岁弥补缺陷：改善臃肿及组织下垂，重塑曲线体型，改善皮肤凹陷，软组织缺损，各种深浅皱纹等。

40岁的女人身心步向一种舒畅的状态，事业、家庭稳定发展，但容颜衰老和身材走样，是女人们首先要面对的敌人。这个年龄段，

你要适应角色转换，保持活力与激情，不让那皱纹、斑点、赘肉成为年龄的“泄密者”。

50岁抚平皱纹：重生胶原蛋白，生物除皱，抚平抬头纹、眉间纹、眼角纹、法令纹、鼻背横纹，颈部皱纹等。

女人到了50岁，面部肌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剩下无几了。一般女性是从25岁后已经开始流失，到了50岁这个时候就必须通过微整

形方式去保湿、紧致、去皱、抗衰老了。抗衰老专家黄卫红院长建议，完美肌肤是需要每个女人花一生去保养的。比如说平常多运动、

多吃些不同颜色的水果和蔬菜、多吃维生素、出门要涂防晒霜、少喝酒不抽烟、不熬夜等等。

玉之光医疗美容微创抗衰老中心致力于微整形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全球流行的微整形技术，中韩权威专家的安全操作，为您的

美丽保驾护航，确保您的美丽万无一失！让自己漂亮又无需担心整形所带来的手术痕迹，真正做到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您外表的容颜，

如此自然的变美方式，您动心了吗？那就赶快拨打028-66766333享受明星般的完美蜕变吧！

� � � �中秋国庆黄金周 玉之光美丽约“惠”

·玻尿酸：买一送一

·P R P血清除皱：买一送一

·瘦脸针：1888元

·皱针：1680元

·双眼皮：1666元

·美鼻：1666元

·假体丰胸：6800元

咨询热线：028-86727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