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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健康消费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面子工程”花样越来越多

轮廓更有致、皮肤更光洁、发量更充足、眼睛
更大、鼻子更小巧……对“美”的追求，人类的脚
步从未停歇。

与以前“大刀阔斧”地“改头换面”不同，近
年来，更自然、风险更小、恢复周期更短的微整形
悄然兴起，随之也带“火”了热玛吉、超声刀、抽
脂、植发、埋线微雕、童颜针等项目。据全球最大
的医美平台新氧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8 年，我国
正规医美市场规模已达 4953 亿元，同比增长
20% 。全国医美消费者数量已经达到了 2200 万
人。

在我市，不少公立医院如桂林医学院附属医
院、桂林中医医院等都设立了美容、整形美容相关
科室。而私立的美容机构就更多了。在美团平台输
入“医美”关键词，跳出来的医美机构几乎遍布我
市各个城区，而项目从水光嫩肤、综合隆鼻、双眼
皮、瘦脸针到纤体瘦身、美瞳线、线雕 V 脸、超
声刀等应有尽有。

位于六合路附近的某整形医院，是一家比较知
名的医美连锁旗舰店。在“ 520 ”到来之际，该
店特意推出了节日特惠套餐，如 1999 元的埋线双

眼皮、 3888 元的假体隆鼻、 1280 元的瘦脸
针、 980 元的玻尿酸、 12800 元的超声刀

等。该店负责人表示，平常就有不少消
费者前来做医美项目，遇到有活动预

约电话就更多了。
而在另一家私人医美中

心，眼下店里的医美订单已
经排到了月底。“我们每

一天都有客人预约做项目，美容医师都忙
得没有时间休息。”该中心负责人介绍说，

医美项目中有贵的也有便宜的。如皮肤管
理，像皮秒、水光针、除皱针之类的，大概就

是几千元；像抽脂、纤体这样的涉及手术的就
要两三万元。目前，眼部美容如艺术双眼皮和玻

尿酸项目比较受消费者欢迎。
位于市中心的一家美容院负责人告诉记者，由

于科技的飞速发展，微整也奔着“快餐”去了。
“脱毛 10 分钟，皮秒激光 20 分钟，嫩肤补水 30
分钟，微雕 1 — 2 小时……真是‘充电一小时，
年轻六个月’。”该负责人说，正因为耗时不长，
恢复周期短，风险相对小，不少爱美人士纷纷捯饬
起了自己的外貌，“要面子”的人越来越多。

年轻群体扛起消费大旗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医美市场的消费者中，
越来越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据新氧发布的《 2018 年医美行业白皮书》显
示，每 100 位中国医美消费者中就有 64 位 90
后、 19 位 00 后。剩下的是“ 70 、 80 后”。用
一句话总结，就是“ 70 、 80 一代”不忍老去，
“ 90 、千禧一代”想要留住青春。

“你的脸是‘原装’、‘精装’还是‘豪
装’？”供职于某外贸公司的盈盈（化名），工作
之余最喜欢跟身边的好友聊美容整形的话题。盈盈
今年 5 月才刚到 28 岁，但却有强烈的危机感。
“过了 18 岁，皮肤就开始走下坡路，到了 25 岁
以后，不及时保养的话，就会肉眼可见地衰老。”
盈盈边说着，边向记者展示她手机里的 APP ，全
是新氧、更美这样的 APP ，还有诸多关于医美的
公众号。

在别人眼里，盈盈原本就是个高挑漂亮的女
孩。但她对自己的外表仍旧不满意，觉得腰和腿可
以再细一点，脸可以再瘦一点，眼睛也可以更大一
点。于是， 4 年前盈盈就开始接触医美微整形。
在接受了开眼角、鼻综合、丰唇、埋线提升等一系
列手术后，盈盈已经越来越接近“大眼、细腰、长
腿、小脸”的理想状态。“前前后后花了有十多万
了吧，有的项目术后也会痛的，但是照镜子的时候
觉得一切都值得。”她说。

工作多年、有一定经济实力的“ 80 后”也是
该市场里的一支重要力量。电光抗初老、热玛吉、
超声刀、童颜针的兴起，正折射出了不少“ 80
后”对衰老的焦虑。“法令纹、抬头纹、颈纹，一
道道都是岁月的铭记。” 35 岁的菲菲（化名）在
朋友圈里感性地写道。从去年开始，她意识到日常
保养已经不能够阻挡皮肤衰老的速度后，开始求助
医美手段。水光嫩肤、玻尿酸注射、射频等项目做
下来后，菲菲觉得自己看上去年轻了不少。

“玻尿酸相对其他医美项目来说比较普及，也
比较便宜，操作周期也短。所以隔了一段时间，我

就会做一次。目前在皮肤管理上花费了两三万
元。”菲菲表示。

分期付款、“整容上瘾”，医美

也需理性对待

“美丽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
一。然而，没有美丽的皮囊，别人可能都不想了解
你有趣的灵魂。”在采访中，不少受访者表示，经
过医美，自己外貌上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了，因此自
信心和“颜值竞争力”也大大增强了。有的人因为
改变了容貌，和过去的那个“丑小鸭”说“拜
拜”，还找到了更高薪的工作，结识了比过去高端
的圈子，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尖尖的下巴，高挺的鼻梁，长长的睫毛，媛媛
（化名）一点也不介意别人私下里说她“网红
脸”。“我就照着模板去整的，‘网红脸’就‘网
红脸’，挺好看的。”媛媛说，从前自己在人群中
毫不起眼，一直都很没有自信。自从接触微整形
后，几年下来，她已经悄悄地变美了许多，夸赞她
容貌的人越来越多，她也因此越来越有底气。今年
过年前还成功地换了一份工作，薪金是过去的两
倍。“所以我打算继续整，把不完美的地方都整一
遍。”

垫了个下巴，发现眼睛还不够大，于是又开了
个眼角，接着发现鼻翼太宽，又缩了鼻翼……不少
受访者表示，因为肉眼可见地变美，所以整容会越
整越“上瘾”。但对于初出社会的“ 90 后”、
“ 00 后”群体，医美项目价格不菲。在采访中，
记者也得知，为了留住这一部分消
费者，有的美容院已经采取了
“分期付款”的方式。一年分
12 期，每个月几百元，大大
减轻了消费者尤其是年轻女性
消费者的负担，因此大受欢
迎。“医美行业，特别是微整
这一块很赚钱的。”一位不愿
意透露姓名的从业者向记者表
示。

无论是取悦自己、增强自
信，或是想“告别过去的自
己”，医美市场的潜力无疑是巨
大的。但诱惑之下，医美消费还
需理性对待。桂林医学院附属医
院整形美容外科、整形美容部负
责人岳毅刚特别提示，生活美容
不等于医疗美容。所谓的医美，就
是要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
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学
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
位形态进行修复与再塑，因此一定
要在专业医疗机构和专业医生帮助
下进行。

热玛吉、超声刀、抽脂、埋线微雕、童颜针……

医美消费出现在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日常账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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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念

退休后，老朋友见面除了喝茶谈
天、赏花出游，还聊起了美容经。这
一现象的背后，是我市退休市民群体
的新消费点——— 医美消费。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市内不少医
疗美容机构，据业内人士反馈，近年
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
美容消费也逐步增长，有趣的是，除
了“ 90 后”等消费群体，已退休的
老人也加入了医美消费的大军中。在
这一消费群体中，男性消费者的比例
也在逐年上升。上眼睑矫正、除眼
袋、祛斑、除皱等项目是老人们的消
费热点。

退休市民也爱美

医美消费热度高

近日， 57 岁的市民肖女士在朋
友圈发布了一张夏日赏花自拍，以往
引人注目的眼袋不见了，不少朋友都
留言夸赞肖女士变年轻了许多，这让
她开心不已。

“以前我的眼袋下垂很明显，每
次照镜子都觉得不太好看。”肖女士
告诉记者，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的
眼袋让她觉得十分苦恼，退休以后，
在朋友的建议下去医院做了除眼袋手
术，花了 4000 多元，解决了这个
“心头大患”。“手术的过程中还是
比较忐忑的，不过幸好恢复得不
错。”肖女士笑着说，如今退休的老
朋友们聚会，“美容”这一话题的提
及频率明显变高了。

“目前我市医美消费处于持续增
长状态，其中已经退休的市民对于医
美消费的热情十分高涨。”据南溪山医
院烧伤整形外科主任黄以添介绍，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对美的
追求也在不断提升，“一方面是出于外
形上的考虑，比如说皱纹、眼袋下垂影
响美观；另一方面，年龄的增长给一些
人身体带来了不便，比如说上眼睑过
度下垂会遮挡视力。”黄以添告诉记
者，由于老人们通常闲暇时间比较多，
金钱上的压力又相对较小，因而这一
群体的医美消费热度在持续增长。

男性消费者比例上升

面部微整项目受欢迎

根据 2018 年 12 月医疗美容与
健康服务平台更美 AP P 发布的
《 2018 中国医美行业白皮书》报告
显示， 2018 年中国正规医美市场规
模高达 4953 亿元，大部分省份的医
美机构数以超 10% 的年增长率增加。

近日，记者走访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南溪山医院及市内其
他医疗美容机构了解到，目前，我市医美项目大概分为皮肤科、
整形外科以及口腔科三大类，而退休老人群体着重关注的是上眼
睑矫正、除眼袋、祛斑以及除皱等面部医美项目，根据项目的不
同，消费金额从几十元到上万元不等。

“一般来说，上睑矫正项目的花费在 3000 — 4000 元，除
眼袋项目从 3000 元到 5000 元不等。有些退休市民为了保持面
部年轻态还会选择打肉毒素或者进行面部除皱手术和祛斑手术，
根据个体的情况差异，价格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黄以添告
诉记者，上述这几个项目在南溪山医院一整套做下来，价格在一
万元以上，但仍然很受市民欢迎。而在市内的相关美容机构，相
同项目的收费略高于医院。

此外，据专家介绍，如今男性老年人也越来越爱美，他们的
医美消费意识也在提升，加入医美消费者行列的男性老年人越来
越多，在这一群体中，最受欢迎的是除眼袋和祛斑项目。“现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的‘美商’也在提高，老年男性也对
自己的外形和生活需求有了更高的追求。”专家说。

在医美消费热度升高的同时，一些消费误区在所难免，专家
也提醒市民应当做到清醒认识、理智消费。“医疗美容项目都是
有风险的。”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皮肤医学美容专业委员
会委员、广西医师协会皮肤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桂林
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黄熙建议，各个年龄段的市民在进行
基础美容时，都应做好保湿和防晒两个部分，而在选择医美项目
时，应当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选择有专业资质的、规范的机构
进行咨询和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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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医学美容部环境优雅。

通讯员李锦 摄

医学美容一定要
在专业医疗机构和专业
医生帮助下进行。

通讯员李锦 摄

医美消费走进
了不少消费者的日常
生活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