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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金龍餐館，位於德州西北西Childerss City. 200
Ave F. NW 79201（287）公路旁，獨立建築，1,

7250立方呎座位140，三張大型布裴檯，
設備齊全，週邊人口兩萬多，生意穩定，

東主退休，售價15萬。有意者請電：盧先生

210.618.9783（手機）

940.937.3331（餐館）300-110608

餐館連地售

Sale $80,000.00, 6000 Sq feet, 200
seat With full equiments, located at

224 S. Thompson St., Springdale, AR
72764 Contact the owner:

479.751.3328‧479.283.8914(cell)
Email: Musa-hang@hotmail.com

Chinese Buffet Business For Sale

300-040109

位於Allen區，中式快餐店，
（Greenville 與 Bethany 之間）。

意者請電：Hong
214.383.2800 (餐館)

469.878.8226 (手機)
300-021810

快餐店出售

中式快餐店有DRIVE THRU
近愛田機場，租金便宜，易經營。

有意者請電：

214.923.2130
300-060210

中式快餐店出售餐館出售
達拉斯小鎮布菲店出售，生意

35,000，售價650,000，

房租1,660。請電：
917.428.3618（手機）
903.873.8846（店）

300-111116

小林電工 Linsanity Electrical
麻州執照 全保險 住宅商業
大小工程 優質服務 價格合理

冷暖氣維修安裝
781-888-6898 Hai(小林)

創業良機
芝加哥28年西式家具,
燈飾,進口批發,業主
擬在一年半後退休,有
意 創 業 者 歡 迎 洽 詢
(773)522-9434謝先生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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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的發展，整容的作用變成了
“讓你更美”

如今，整容手術更多意味著美容。美國整

容協會對整容的定義是：“對人體正常身體組

織進行整形，以改善外形和自信”。

在整形不普及的狀態，上世紀五十年代

的瑪麗蓮?夢露可能是整形風波的鼻祖，她長

得太完美了。不過關於她的長相她的死亡一

樣，也成了不解之謎。

韓國整形美容行業則始於20世紀50年

代後期。1954年，美國整形醫生拉爾夫· 米勒

德隨駐韓美國海軍陸戰隊來到剛剛結束戰爭

的韓國。他的部分職責是協助治療因車禍和

燒傷等意外毀容的韓國患者。據韓國學術刊

物記載，米勒德做了韓國首例開雙眼皮手術。

從此，開雙眼皮手術在韓國流行起來，希望取

悅美國大兵的韓國妓女成爲首批客戶。

20世紀80年代，整形美容開始在許多國

家興起，以韓國、日本、美國爲甚，在韓國，始

於演藝圈的整容已發展爲一項全民“運動”。

首爾市江南區狎鷗亭洞一帶是著名的“整容

一條街”，不足1000米長的街道開有800多家

整形醫院。家長們給畢業的孩子准備的禮物

包括全套整容手術；整容風潮甚至刮到了政

壇，韓國總統盧武铉曾公開宣布自己做過眼

睑整容術。

從明星整容的曆史就能看出整容技術的

進步。曾有媒體采訪了整形醫生胡守舵，據他

講述，最開始明星來整形都得動刀，不論是隆

鼻、隆下巴，還是除皺、拉皮，而且術後還要拆

線，整一次基本上得一段時間不能曝光。但隨

著微整形技術越來越發達，以前要大動幹戈

的手術，現在一針就能搞定，而且恢複時間

短。隆鼻、隆下巴、填蘋果肌、淚溝、額頭、太陽

穴……如今都能打完針立馬見效。拿隆鼻來

說，明星甚至可以一邊手術，一邊和醫生交

流，想墊多高，墊成什麽樣兒，隨心所欲。“嬰

兒肥也再不用進行抽脂等複雜手術，打一劑

瘦臉針，最快七天就能見效。”

●中國整形美容起於八十年代中期，如今
已是全球第三的整容大國

中國整形外科醫院醫生劉元波將中國現

代整形美容的流變分爲三個階

段：1985-1990年，主要以治病爲

主，感染、燒傷、畸形等的修複重

建。1990-1995年，醫學美容興起，

求美者多是明星或中年婦女。

1995年後，以2000年爲轉折點，

整形美容成風，求美者趨向普羅

大衆，更有低齡、高齡的勢頭。

在相貌決定大多數機會的

娛樂圈，整形必然盛行。2002年

前後，中國明星選擇整容的多了

起來，割雙眼皮與內眼角，墊鼻

隆胸都是家常便飯。“丫頭教”教

主劉曉慶一直以童顔不老著稱，

作爲整容醫院的代言人，她曾再

三否認自己整過容，直到2015年

才松口承認自己確實是有一點

小的調整。

普通人則緊隨其後。2003

年，北京大街上流行順口溜《等

老娘有了錢》：“等老娘有了錢，

到韓國整容去。想變張柏芝就變

張柏芝，想變張曼玉就變張曼

玉。”據一位整形科醫生說，當

時來他診所的女孩，拿李嘉欣照

片的最多，陳慧琳的眼睛，章子

怡的臉型，周迅的下巴也是常被

點名的‘明星項目’。”

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北京姑

娘郝璐璐。2003年，郝璐璐決定

將自己打造成中國首個“人造美女”，從隆鼻、

開雙眼皮、隆胸、提臀等全身十多個部位進行

改造。郝璐璐的手術費是30萬元人民幣，去眼

袋3000元，美唇2500元，修鼻1000-3000元，雙

眼皮1000元，種睫毛6000元，除皺4000元每

平方厘米，近視矯正雙眼6000-8000元，下巴加

長2000元，牙齒正畸5000-7000元，抽脂一個

部位2500元。

短短三十年時間，繼美國和巴西之後，中

國就已經成爲全球名列第三的整容大國，而

中國人最喜歡做的整容手術依次爲雙眼皮、

隆鼻、下颌修整等手術。據韓國官方統計，在

2012年，中國遊客首次超越美國遊客成爲韓

國醫療旅遊市場的最大消費群體。2014年，中

國赴韓做整形手術的人數已達5.6萬，幾乎每

10名到韓國進行醫療整形的外國人中就有7

名中國人。首爾的免稅店裏，你經常能看到臉

上纏著紗布血拼的中國遊客。

一股腦奔向韓國整容的結果是“撞臉”。

不知是整容醫生還是整容人群的審美出現了

問題，如今滿大街都是雙眼皮、大眼睛、挺鼻

梁、肉嘟嘟的性感嘴唇和戳得死人的錐子臉，

人們戲稱爲“假臉姐妹團”。

●雖然整容如此流行，但公衆對整容仍抱
有負面評價

既然都是在追求美，那公衆爲什麽會這

麽在意明星有沒有整過容？爲什麽引領社會

潮流的娛樂圈明星，反而對“整容”指控忌諱

得跳腳？甚至要以鑒定的方式還自己“清白”。

有醫生研究過民國時期的整形美容曆

史，發現民國很多女明星對整形美容手術毫

不避諱。@醫史微鑒寫道：“如果那個時候有微

信，民國女明星一准兒會這麽幹——先是提

前發微信預告：親們，我下個月要去著雙眼

皮、墊鼻子啦，要兩塊金條哦…術後，即刻發

表手術經曆：親們，今天的手術過程是這樣滴

…兩個月之後，她們肯定還要發布手術前後

效果對比圖。單單發微信就成了麽？開新聞發

布會，必須的！大夥兒不知道我整過容了？不

可以！”出演過《十字街頭》、《一江春水向東

流》的女明星白楊，就公開了自己的整容過

程。1936年，她從北平到上海加入明星公司，

第一件事就是整容，當時的報紙都有報道。

“白楊在明星主演之新片，不日開拍，白

已將寓所由京遷泸，新居在亞爾培路明星二

廠附近”。並且，“白楊將上銀幕，因，面部缺

憾，進美容院施行人工改造，耗子六十元，聞

該款系聲名未與白楊跳舞之周劍雲君自動津

貼。”整容後，又有報章寫道“割了眼皮修了鼻

尖白楊又犧牲了兩片豐腴的肉”，“看上去比

從前更清秀美麗了”。

在科學技術明明已經發展到“割雙眼皮

當天就可以回家”的今天，明星對整容反倒諱

莫如深。大導演姜文曾表示，他的電影堅決不

用整容明星：“在我的眼裏，從來沒有一個人

因爲整容變漂亮的。那我就更不得其解，爲什

麽要整容？爲什麽要花這些冤枉錢？多去運動

運動，曬曬太陽、跑跑步，對父母好點兒，對朋

友好點，這樣更美。別人看著你舒服，有更多

的同性或者異性可以選擇，不就這點事兒嗎？

你不能把這事兒給搞擰巴了，到最後大夥兒

覺得你很醜，異性看見你想跑，玩兒砸了不

是？”

明星羞於承認整容，這反映出社會對整

容行爲仍抱有一定的負面評價。這背後有很

多原因，有人追求純天然，有人認爲“整容=作

弊”。黃子華在其棟笃笑經典裏有一個很妙的

比喻：整容就是換零件，換零件就不是原裝。

更高級的則想到了基因繁衍問題，因爲擇偶

關乎基因傳承，DNA沒法整形。

還有人執著於大明星的誠信問題——

“明明就是換了個頭，卻非要搬出牙套論、化

妝論、長開論，是當全國人民眼睛都瞎了麽！”

中國明星為什麽
不敢承認整形？

一直深陷“整容風波”的
angelababy，按照朝陽區人民
法院主審法官及其代理律師
的建議，最終通往了整形醫院
鑒定之路。整個鑒定過程也像
她的婚禮一樣，全程直播，只
為了向世人證明自己的臉是
純天然的，沒有挨過刀子。

女星整容，向來是個熱門
話題，但凡叫得上名字的藝
人，都曾被懷疑過“到底整沒
整”。普通人整容也越來越司
空見慣，不少人把整容視作改
變命運的精神寄托，《非誠勿
擾》裏許多男女嘉賓都曾大方
承認這一點。在支持者的眼
裏，整容打破了美貌的壟斷，
不需要天生麗質，打打針動動
刀就能對臉進行“私人訂制”。

那麽整容術經過了怎樣
的發展？當下中國社會對整容
到底是啥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