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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妊娠纹产品外语介
绍，功效竟是润肤、保湿

12月23日，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联系上了正带着老
人和孩子在外地休假的周女士
夫妇，周女士告诉记者，自从她
怀上二胎后，她就先后从网上

购买了多款预防妊娠纹产品，
但长时间使用却没有起到任何
效果。其间，她爱人也曾托朋
友从国外带回一套两千多元的
预防妊娠纹产品，使用后效果
依旧不明显。不仅如此，当她
的二胎宝宝平安出生后，她又
购买了几款修复妊娠纹的产
品，花费了将近两千元，连续使

用了几个月，肚子上的妊娠纹
依旧烙印在她的小腹上。然
而，当她爱人使用手机翻译软
件将预防和修复妊娠纹产品上
的外语介绍翻译后，结果让他
们十分气愤！

“我们买的妊娠纹产品介
绍上有通体英文、日语等其他
外语，除了托朋友从国外带回
来的产品上功效翻译有恢复肌
肤弹性、预防肌肤伸缩纹路外，
其他功效翻译都是润肤、保湿
等介绍！”周女士的爱人刘先生
说。

刘先生说，他们买的妊娠
纹产品少的一二百元，多的四
五百甚至上千元，有的是他爱
人从网上买的，还有的则是通
过朋友圈的微商买的，如果根
据产品上的功效外语翻译介
绍，其跟普通护肤品的功效几
乎没什么差别，但价格却远远
高于普通化妆品的价格，他觉
得这是一些不良商家故意用外
语介绍混淆视听，欺骗消费者！

妊娠纹产品大多于网络销
售，约八成是外语介绍

连日来，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走访了郑州市多家超
市、母婴店、化妆品批发市场。
其间，记者仅在几家超市和母
婴店的货架上见到有某知名品
牌的预防和淡化妊娠纹产品在
出售外，并无见到有其他相关
产品销售。一化妆品批发店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妊娠
纹产品假货太多，他们作为实
体经营店，会时常接受相关部
门检查，所以并不会销售此类
产品，这类产品大多于网络销

售。
对此，记者又通过网络探

访了多家网络商场平台，只要
输入“妊娠纹”进行产品搜索
时，就会显示有大量的预防和
修复妊娠纹产品正在销售，其
中不仅有防护乳、防护霜、修复
乳、修复霜等预防和修复妊娠
纹产品，还有宣称是中药制成
的相关产品，以及一些电子类
的修复妊娠纹产品，且在这些
产品的介绍中，多是以“紧致肌
肤、预防和修复妊娠纹”，成分
介绍也有所差别，一些产品还
宣称能够让肌肤修复至健康状
态。同时，记者在观察中发现，
其中约有八成在售的防护乳、
防护霜、修复乳、修复霜等产品
通体介绍为外语。

其间，记者曾向多个网络
商场平台商家咨询，其产品产
地和效果等情况如何？有商家
称，他们的产品是美国货，有临
床验证、安全有效；还有商家表
示，他们是代购的欧洲、日本的
产品，销售情况非常好。还有
一些商家表示，只要按照他们
的使用要求，早晚各使用一次，
四个月就能恢复肌肤弹性。

妊娠纹为皮肤纤维断裂所
致，很难完全恢复

采访中，记者先后咨询了
在郑州从事多年产后恢复的莉
莉（化名），以及从事美容行业
的琪琪（化名）。据莉莉告诉记
者，在她们的产后恢复中，就有
帮助产妇恢复妊娠纹的服务，
但她们多是以按摩加运动等方
式，帮助产妇淡化妊娠纹，并不
敢说一定完全恢复，也不敢建

议产妇随意使用修复产品。因
为妊娠纹是产妇在孕期腹部皮
肤膨胀过快，真皮胶原纤维受
到牵张出现损伤、断裂而产生
的，而且一旦形成，很难完全恢
复。

而对于预防和修复妊娠纹
的产品情况,琪琪介绍，此类产
品有不少是“挂羊头卖狗肉”。
因为据她了解，有不少预防和
修复妊娠纹产品的产品原料，
如果从润肤、护肤、美白等方
面，确实能起到相应的效果，但
想要渗透到真皮层修复断裂的
真皮胶原纤维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从她所从事的美容行业
来讲，目前，她也没有听说有什
么产品能完全修复妊娠纹，仅
仅只是一些大品牌的能起到预
防和缓解的效果。

至于为何一些产品要打着
预防和修复妊娠纹的幌子出
售？琪琪说，普通的护肤品十
多元、几十元就能买到，其成本
价就更低，但如果“披上”预防
和修复妊娠纹的“外衣”，其价
格最少也要百元起步，甚至可
以卖到几百上千元!

莉莉介绍,想要预防妊娠
纹的产生，并没有非常好的方
法，但可以通过控制孕期体重
来减少妊娠纹的产生。在保证
胎儿良好发育下，产妇孕期体
重增长最好能控制在30斤以
内，如果超过的话就会增加妊
娠纹的产生。

此外，琪琪建议，如果想选
购预防和缓解妊娠纹产品，最
好从大型超市、母婴店购买知
名大品牌的产品，因为这些产
品经过了众多宝妈检验，确实
能起到不错的效果。

几千元祛妊娠纹产品 功效竟是润肤
业内人士：妊娠纹为皮肤纤维断裂所致，难以完全恢复，很多妊娠纹产品夸大功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帅 实习生 吴彦爽 文图

36岁的周女士再次怀孕并平安产下宝
宝后，一件烦心事随之而来，那就是周女士
与她爱人花费几千元买来预防和修复妊娠
纹的产品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且将几款通体
外语介绍的产品翻译后，功效竟是润肤、保
湿等效果。

对此，连日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探访了郑州市多家超市、化妆品批发市场和
网络商场平台，与业内专业人士咨询，了解
到有不少预防和修复妊娠纹产品是“挂羊头
卖狗肉”！

某超市销售的妊娠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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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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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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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二七商圈地铁口，铭功路商铺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66565839

声明

●洛阳大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4103030072517）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君诺久康医疗器械销

售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07266906，
声明作废。

●本人黄乐乐,不慎遗失郑州曲

梁同赢置业有限公司2017年
3月24日开具首付款收据号

码6005502,金额129639元;
维修基金收据号码6005501,
金额3730元;2017年2月17日
开具认筹金收据号码8004968,
金额5000元,特此声明丢失。

●周祺，女，南阳理工学院初

等教育（语文和社会方向）

专业的毕业证（编号116531
201206001672)和教师资格

证(证号2012411543200047
4)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继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码41030200
25639）遗失，声明作废。

●魏国伟遗失开封第二师范学

院(现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体育专业专科毕业证书，证

书编号032176，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1209299,姓名马榕
泽,出生日期2017年1月18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正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57733601，声明作废。

●黄飞00013404号税收缴款书

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王振遗失河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专

科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27
941201106001241，声明作废。

●张丽平（曾用名张丽萍），郑

州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

业证遗失，证书编号教成[19
93]1号10459520020501545，
现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河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

任公司丢失3份合同，出境

一份编号16-0003671，国
内两份编号15-0138799、
18-0001374，现声明作废。

●洛阳洛百烟酒有限公司公章

丢失（编码4103030114574），
声明作废。

●新乡市高新区闪电童车店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700MA459W
4P5A）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刘小锋遗失T1电梯操作证，

证件号:410323197910133
013，声明作废。

●郑州远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紫联物联网技术有限公

司遗失荥阳鑫苑置业有限公

司收据一份，编号：27604
91，金额壹万，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张霄睿遗失中

牟正商置业有限公司碧熙苑,
房号39号楼03户维修基金收

据,票号:3049770,金额:8753
元,办证费收据,票号:3049769,
金额:80元,首付房款,票号:304
9771,金额:997385元,声明作废。

产生的任何经济纠纷与中牟

正商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巩义市夹津口品诚轮胎经销

部财务专用章号410181006
6331遗失声明作废。

●方城县盛畅农作物种植专业

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
411322MA44BXR504)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新郑市文化路中富电脑店公

章（4101840023573）遗失，

声明作废。

●编号为410082184，姓名为耿

银蔓，出生日期为1997年8月
26日12时28分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刘国闯在河南金泰成商业运

营有限公司交的房屋保证金

59235元，电表押金600元，

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秦宵园周口职业

技术学院护理专业毕业证书

遗失，证书编号127501201
806000389声明作废。

●召陵区海泉皮鞋商行(注册号:
411104607067387）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香缇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不慎丢失，编号4103030105
188，声明作废。

●耿科举豫CU157挂营运证遗

失，声明作废。

●焦作贸易大厦吉祥皮具行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800MA41NC
DR711,声明作废。

●郑州玉祖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遗失，防伪编号4101
050128587，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欧菲客（92410
102MA44TFJB8P）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张海丽新密市公

安局上岗证丢失，编号4101
83105875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