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月29日 星期四 责编/张洁 美编/李天文14社会

“我欲年轻10岁，注射除皱可好？”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整形美容“变美迎新年”活动受捧，爱美女性快报名免费祛斑、特惠注射微整

“不惑”单身母亲预约除
皱重拾青春岁月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整形美容主
任王宗学介绍说，从目前预约春节
前整形的情况来看，注射微整形占
比最大，而当中又以注射除皱居多、
注射瘦脸其次。另外还有的预约假
体隆胸。

王宗学主任认为，注射微整形瞬
间快速变美、变年轻的特点，满足了
求美者的需求。其中一一位42岁的
单身母亲给王主任印象极深。这位

母亲12年前离异，独自抚养儿子。去
年儿子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她也终
于可以放心地去寻找自己的另一
半，所以她预约了注射除皱和注射
瘦脸，希望从这个春节开始，通过注
射除皱抚平皱纹，让自己看起来年
轻10岁，恢复青春开始一个全新的
人生。

对这位母亲的情况，王宗学主任
为其拟定了“注射玻尿酸+生物除皱
素、注射生物除皱素收咬肌瘦脸”的

“重拾青春计划”。

“玻尿酸+生物素”除皱
全面抚平岁月痕迹

王宗学主任介绍说，人体的皱纹
主要分静态皱纹、动态皱纹两种，其
产生的性质并不同。静态皱纹是指面
部在不做任何表情时存在的皱纹，与
皮肤衰老萎缩、重力牵引有关，包括
法令纹、嘴角纹、下颔纹等。动态皱纹
是做表情时肌肉纤维收缩、牵拉形成
的皱纹，包括鱼尾纹、抬头纹、皱眉纹
等，年龄越大越明显。

利用注射除皱，皱纹类型不同使
用的注射产品和注射方式也不同。
比如静态纹，需要注射具有填充作
用 的“ 玻 尿 酸 ”，如 瑞 蓝（Re-
stylane）、“润百颜”等，而且采取真
皮注射。玻尿酸是人体的透明质酸，
具有很强的吸水性，注射到真皮后
会吸水膨胀，是填充静态皱纹的首
先产品。另外，玻尿酸还具有很好的
填充隆鼻、丰颊、隆下巴、填平痘坑
的作用。对于动态纹，需要注射生物
除皱素，如“保妥适”（BOTOX）、“衡
力”，并采取肌肉注射。生物除皱素

是一种神经传导阻断剂，富含纯化
的蛋白质，用以治疗过度活跃的肌
肉，让造成皱纹的肌肉放松，使动态
性皱纹消失。生物除皱素同时还具
有瘦脸、瘦腿、除腋臭等效果。

注射玻尿酸或生物除皱素的效
果能保持6—12个月，但如果两者结
合注射的话，能全面消除面部的静、
动态皱纹，效果也更持久。

美丽迎新年，注射除皱
超优惠三年任打

为感恩回馈新老顾客，从1月15
日—2月15日，海南现代妇婴医院整
形美容启动“爱心暖冬”公益行动。其
中注射微整形特价巨惠：进口玻尿酸
隆鼻（或下巴）25800元∕三年任打、
国产玻尿酸隆鼻（或下巴）20800元
∕三年任打；进口botox全面部紧肤
除皱25800元∕三年任打、国产肉毒
素全面部紧肤除皱9800元∕三年任
打；进口 botox 瘦脸 12800 元∕三
次、单次 5000元，国产肉毒素瘦脸
4800元∕三次、单次1800元。

同时，征集太田痣、颧骨褐青色
痣女性各5名免费治疗；免手术费取
出“奥美定”10名。同时，特价援助无
缝假体隆胸20名：曼托琴面美丽立减
19800元；娜高美丽立减9800元；自
体脂肪隆胸美丽立减5800元；花样
年华美丽立减3800元。

蝶变迎新年请致电 66569118
或登录 www.66661628.com 咨询
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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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前打一针、会谈前打一针……近年来，只需打一针就能瞬

间除皱、隆鼻、瘦脸等的注射微整形，让无数时尚人士为之倾心。日

前，随着2015年春节的临近，想在春节期间变美变年轻的女士，也

开始到整形美容机构预约。为迎接9周年院庆的海南现代妇婴医院

整形美容，从1月15日—2月15日推出的“变美迎新年”活动，就吸

引了众多爱美女性咨询、预约。

建筑工轻信“重金求子”电话

被骗2万多元

南国都市报1月28日讯（记
者 贺立樊）头一天在团购网站订
购了两份一日游产品，游客朱先生
和妻子第二天准时与旅行团出发，
参观完景区后，朱先生与妻子被带
到一个购物点。据他介绍，在这里
遇到一个自称“老板女儿”的女孩，
为他介绍玉器。“看上去就像一个
富二代，似乎不太懂销售。”朱先生
说，即便这样，他还是稀里糊涂地
买了18888元的玉器饰品，事后发
现玉器成色不如预期，让他认为自
己被骗。

据朱先生介绍，25日晚，他在
一家团购网站购买了一份三亚某
景区的一日游产品，其中提到将另
去“玉器展览馆”参观，但团购低于
景区门票的价格让他心动。当晚，
他便与旅行社导游联系，第二天一
早，他和妻子参加了旅行团。

逛完景区后，导游告知朱先

生，下午2时到门口集合，去购物
点。朱先生表示，一路上导游连连
说，人进去就行，她也觉得里面东
西太贵。出于对导游的体谅，朱先
生与妻子进了购物点。在等待专
业导师讲解产品时，等来了一个小
女孩。“看起来完全不在状态，还以
为是实习生，让我们随便听听就走
好了。我们还很友善地给她鼓励，
也放下了警戒，最后得知她是老板
的女儿。”朱先生介绍，这个“老板
的女儿”颇为大气，直说随便卖卖
也能赚钱，家大业大的样子。见他
买了一副2400元的浮翠吊坠，又
拒绝了员工推销的3000多元饰品
后，女孩直夸他很懂行，之后将他
带进了一个密室里。

“里面满是各种饰品，十分昂
贵，标价26万元的金饰都有，小女
孩就像一个富二代一样，显摆家里
的东西。她拿了很多饰品给我妻

子戴，都是好几万元的，说是有缘，
送了也没关系，要点成本就行了。”
朱先生表示，当时完全相信这个小
女孩说的话，怀着激动的心情，他
将刚买的2400元翡翠吊坠换成了
翡翠手镯，又买下一对龙凤呈祥吊
坠和其它饰品，共花了18888元。

回到酒店后，朱先生越想越觉
得蹊跷，随后发现购买的玉器饰品
成色不如预期，接着在网上一搜，
发现了很多与他经历相同的遭
遇。“我觉得被这个女孩和员工等
所有人骗了。我与导游联系，又拨
打相关投诉电话，最终旅行社赔了
1200 元，18888 元的饰品也退
了。”朱先生表示，事后回想，当时
完全相信了“老板女儿”的所作所
为，认为真的是一个出手阔绰的

“富二代”，从而发生这样的遭遇。
记者从三亚市旅游质量监督管

理局了解到，目前该局已介入调查。

借奔驰车不还
拿去抵押借钱
三亚一男子涉嫌诈骗被刑拘

南国都市报1月28日讯（记
者胡诚勇通讯员周忠豪刘强）三
亚一男子借别人90多万元的奔驰
车不还，竟伪造委托书拿去抵
押。1月20日，三亚公安边防支
队红沙边防派出所接到报警后，
迅速破获这一宗奔驰车诈骗案。

据了解，任某于1月12日向
陈某借用1部奔驰R350商务车，
谎称用于接待某旅行团游客，借
用时间不超过3天。期限届满后，
任某以种种理由不断推延还车日
期。经民警调查，任某在未经陈
某允许的情况下，通过伪造委托
书已将奔驰车抵押给二手车市场借
款35万元。1月20日，红沙边防
派出所依法将任某传唤至派出所接
受调查。经讯问，任某对诈骗他人
财物的事实供认不讳。经侦查，民
警还发现任某涉嫌多宗通过租车
抵押借钱的犯罪事实。目前，该
案移交三亚市公安局刑警队办
理，犯罪嫌疑人任某已被刑拘。

一根竹竿伸进窗
“钓”走室内财物
海口一“竹竿大盗”被擒

南国都市报1月28日讯（记者
何慧蓉通讯员陈松松靳铁志）门窗
完好，家里的财物不翼而飞？原
来，通过未关的窗户，男子用竹
竿“钓”走了财物。日前，该男
子被海口琼山区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9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2014年 5月某天凌晨，陈某
窜到海口琼山河口路某小区李某
的房间外，用竹竿伸入窗户内，
将其放在房内的手提包盗走，包
内有现金 30 元、钥匙一串。当
月，陈某又窜李某的房间外，用
偷来的钥匙把房门打开，盗走李
某的手提包，包内有现金600元、
小米 2A 手机 1 部、备用电池 1
块。同月15日凌晨，陈某窜到河
口路某小区王某的出租屋外，用
竹竿伸入窗户内，盗走王某房间
内的一部三星手机，手机内夹有
人民币302元及两张银行卡。陈某
盗窃得手后被公安民警抓获。

●陌生女子来电“重金求
子” 声称先给60万元订金 成功
受孕后再给200万元 但需提供诚
意金

●黄某汇去300元诚意金

●假律师登场“律师”打来
电话 说已经汇来60万元订金 但

需提供“税费”才能到账

●黄某汇去6000元“税费”

●女子再次打来电话 声称
丈夫反悔，需办“同居证”才名正
言顺 求黄某汇3万元办证费

●黄某不同意女子威胁找
黑社会把他“办”了 并承诺证件
办好马上支付60万元

●在对方软硬兼施下，黄某

凑了2万元汇给对方

南国都市报1月28日讯（记者林
书喜）来自广西的黄某是一名建筑工
人，年关将至，本可以高高兴兴回家过
年的黄某却愁眉不展。去年12月4日
的一通电话，让黄某逐步走进一个“重
金求子”的骗局里，被骗两万多元。

去年12月4日，黄某收工后看到
手机上有未接来电，回拨过去后是一
段电子语音，语音大意是说一女子早
年嫁于一香港富商，苦于多年无子，现
找一有生育能力的男子，助其怀孕，如
果合适给60万元订金，成功怀孕再给

200万元，有意者拨打语音中留下的
电话号码。黄某早年离异，也正在寻
找另一半，且又有重金回报，便动了
心。遂按语音留下的电话号码拨了过
去。接电话的女子声称名叫王跃芳，
还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和影印件发到
了黄某手机上。黄某对其产生了信
任。女子要求黄某汇300元诚意金。
黄某没有多想，就汇了300元。

次日，王跃芳称已经定好了来海
南的机票。6日下午，她电话告知黄某
已经到了儋州，并入住某酒店。女子
用酒店座机打给黄某，还发了张宾馆
内景图。黄某信了对方的话，但要求
见面时，被对方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

不一会，一位自称李凌涛（音）的

律师给黄某打电话，说是要核实黄某
的个人信息，并索要了黄某的身份证
信息和银行账户，说是要将60万元打
进黄某的账户。通话期间，李律师称
钱已经汇进了黄某的账户里，因为香
港和大陆属于跨境区域，需要交6000
元的“税费”，这钱才能到账。黄某半
信半疑，不过还是将6000元打了过
去。几天后，王跃芳叫黄某再给3万
元，因为丈夫反悔了，必须办个“同居
证”才名正言顺，3万元是办证费用。
黄某不同意，王跃芳称，自己丈夫有权
有势，不同意的话就找黑社会把他

“办”了。同时她承诺，证件一办好就
马上把60万元打给黄某。在对方软
硬兼施下，黄某凑了2万元汇给对方。

可是，直到今年1月，对方不再联
系，也没有收到60万元汇款，黄某意
识到自己受骗了。1月5日，黄某到儋
州市公安局前进派出所报案。1月8
日，黄某接到王跃芳打来的电话，电话
显示来自儋州某酒店。在接到黄某的
电话后，民警立即赶到该酒店，发现并
无此人的入住信息，对方发给黄某的
宾馆内景图也与宾馆内景不符。民警
在网上查询王跃芳提供的身份证信息
时，显示该身份证号码为安徽省一农
村妇女，自办理后没有任何的活动记
录。有可能是骗子冒用了该妇女的身
份证信息。至于手机显示儋州宾馆的
电话号码，可能来自于网上的能任意
显示电话号码的软件。

骗局很老套
骗局很老套

可总有人中招
可总有人中招！！

被骗过程

参团旅游听信“富二代”推销
他稀里糊涂买了万余元饰品

年关将至，骗子活动猖獗，
广大群众切莫存在侥幸心理，
不要相信无缘由的横来之财，
任何时候都要谨记不要给陌生
人汇款。

民警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