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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疗美容领军人物点赞云想衣裳花想容 美丽事业责任重
——河南日报成功举办中原医疗美容行业领军人物颁奖暨座谈会

在刚刚揭晓的中原医疗美容行业领军人物消费者推选
活动的榜单中，我们看到了刘林嶓、张正文、翟晓梅、赵绛波、
姜南等业内知名专家的名字光荣上榜。这是他们多年来在
医疗美容行业兢兢业业、精益求情、辛勤耕耘所获得的盛名
被消费者广为认知的必然结果。这次活动，也是弘扬医疗美
容行业正能量的有益尝试。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祖国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
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以前
我们的理想是丰衣足食，现在我们普遍已经实现了这个理
想。那么，对美的追求又成为了我们高层次的奋斗目标。不
漂亮的想漂亮，漂亮的想保持，追求美丽的事业是个大事
业。所以，我们要为领军人物点赞。

为领军人物点赞，是因为在他们的引领和努力下，我省
医疗美容行业，才能成为诚信规范受消费者信赖的行业。一
个行业，是否能够得到消费者广泛的信赖和支持，是这个行
业未来是否可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所在。我们知道，但凡
要来做整形美容的男男女女，在经济上都是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的。消费者不缺钱，那些甘愿跑到日本、韩国做手术的我
省消费者，骨子里缺乏的还是对省内医疗美容行业的信心。
所以说，各个医疗美容机构在美誉度打造方面还是有着很大
的提升空间。

为领军人物点赞，是因为在他们的引领和努力下，整个
行业才会在专业造诣上追求精益求精不断进取。医疗美容
行业，是个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未来会不断有新的技术、
新的药物、新的器械发明和诞生并且合规合法的使用于临
床。我们当然希望在技术完全成熟、药物完全安全、器械完
全合格的前提下，把这些科研成果使用在消费者身上。让消
费者用科学的创口、最小的痛苦、最小的风险变得更加英俊
和美丽起来。

为领军人物点赞，是因为在他们的引领和努力下，整个
医疗美容行业才能够形成弘优驱劣的良好氛围。好的医院、
好的医生、好的专家广为人知，口碑美誉度上佳，生意兴隆，
财源滚滚。水平差、服务差、医生专业专注度不够、消费者整
形事故频出的医院，被消费者所抛弃，门可罗雀、生意惨淡，
逐渐退出医疗整形市场。使得整个行业步入一个良性循环
的康庄大道。去正规医院做治疗做手术的消费者越来越漂
亮越来越美丽，医院也得到了合理的利润稳步发展和增长。
医生护士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医疗美容行业的杰出贡献人
物和领军人物最终会成为家喻户晓、人人追捧的明星专家。

上周末，郑州国贸 360 请
来 20 名职业插画师，分别在
国 贸 360 商 场 北 庭 的 20 块

“灵灵”涂鸦板上现场作画，
创造出了长达 60 多米的梦幻
走廊。

据了解，这些年轻时尚
的插画师还现场指导顾客绘
制个性 T 恤、帽子等小饰品，
更好地提倡了 always young
的主题。同时，宫崎骏作品中
的卡通人物、场景被原样拷贝
到国贸 360 的各个楼层。宫

崎骏作品中龙猫营造的梦幻
浪漫氛围，与商场北庭画师们
安静作画的格调相得益彰。

“现在的购物中心已经进
入‘主题季’时代，我们就是要
通过各种主题活动，把国贸
360 商场变成‘生活馆’，由形
式转向内涵，突出主题和特
色，注重主题营销、多样化营
销，定位明确，就能不断提升
商场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
国贸 360负责人说。

（汪仁珺）

国贸 360 Young聚“绘”主题季时代到来

近日，卡地亚郑州首家
精品店——卡地亚大卫城精
品店正式新装开幕。坐落于
郑州的繁华商业圈，郑州大
卫城精品店秉承了卡地亚精
品店一贯的古铜色调，风格
优雅且不失大气。店内布局
错落有致，珠宝区、婚礼系列

作品区、腕表区和配饰区为
顾 客 带 来 全 方 位 的 极 致 礼
遇。漫步其中，仿佛走进了
巴黎香榭里舍或好莱坞贝弗
利山庄的卡地亚精品店，真
正的尊崇感受如暗香般弥漫
四周。

（张锐）

卡地亚郑州大卫城精品店全新开幕

6 月 12 日，“中缅国际翡
翠珠宝城项目”签约仪式在
新乡县政府成功举办，该项
目由新乡县政府与河南大雅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联 合 发
起，项目一期占地 120 亩，总
投资逾 120 亿元，拟建成集研
发、生产、加工、批发、零售、
仓储、物流为一体的翡翠集
散市场，兴建中缅翡翠风情

商业街，建立全球第一家专
营翡翠玉器的垂直电商。整
合翡翠产业上中下游企业，
打造涵盖从玉石原料购销和
玉器设计、生产、加工零售、
批发贸易到博览会展一条龙
的产业链，构建现代化工业
生产、商贸展销、居住功能为
一体的综合产业园。

（汪军强）

中缅国际翡翠珠宝城项目在新乡签约

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
司于 6 月 14 日在洛阳举行发
布会，宣布文化体验活动“丝
路任我行”20 位网上得票最
高应的名单。该 20 位应征者
将会参与最后遴选，表现最
出色的四位将获聘为“丝路
任我行” 周大福特约员工。

“丝路任我行”活动于 4
月 15 日至 6 月 10 日以线上海
选方式进行招募活动，主要

通过集团的乐提网及协办在
线平台天涯旅客网和途牛网
接受报名，连同线下报名渠
道，短短三个月内已吸引逾 3
万名来自全国 34 个省份 60
多个城市的应征者参加。同
时，网民可通过应征者上传
到乐提网的参赛视频及行程
规划，投票选出心目中的“丝
路任我行” 周大福特约员工
的最佳人选。 （汪仁珺）

周大福“丝路任我行”招聘最任性员工
网民投票最高票数 20强发布

6 月 16 日下午，中原医疗美容行业领军人物颁奖暨座
谈会在河南日报报业大厦成功举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
总编辑王俊本与我省医疗美容行业著名专家、省级医疗美
容行业协会主任委员、规模整形医院负责人等 20 多人莅
会。大家畅谈医疗美容行业规范经营，谋划整个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这也标志着始自 5月 8日，河南日报启动的中原
医疗美容行业十大领军人物消费者推选活动，历经消费者
多达百万计的踊跃投票参与，在获得社会广泛关注，极大地
提振了医疗美容行业在我省消费者心目中的美誉度后，圆
满收官。

翟晓梅（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国家为了规范
行业发展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目前河
南主要有四个专业学会。整形外科学
会刘林嶓主任，医学美学与美容学会
张正文主任，省医师协会整形与美容
医师分会我是主任，河南中医中西医
结合学会美容分会赵绛波主任，这基
本上涵盖了我省从事医疗美容的各个
专业。医疗美容行业比其他任何行业
知识更新速度都要快，几乎几个月出
现一个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这就需
要我们从事这个专业的人互相之间，
一 定 要 多 交 流 ，多 开 闭 门 学 术 交 流
会。把个别失败的案例放在一起讨
论，这对专业的发展会更有利。

姜南（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整
形美容科主任）医疗美容机构要走正
道、心无旁骛。作为医疗行业你首先
要有合法的机构，要有合法的人员，要
有合法的医疗器械和耗材。作为医生
一门心思把自己的医疗行当、自己的
手术做漂亮。真正站在病人角度解决
问题，这就是好的医生。所有的医疗
手段，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手术做漂
亮。静下心只想着如何把手术做好，
这才是医生需要认真去做的事情。

赵绛波（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整形美容科主任）河南日报举办
这次活动，我觉得并不是评几个领军
人物，最终目的是为了使整形美容专
业能够更规范的发展。因为我前天还
接到一个顾客，就是在郑州沙口路写
字楼里面打了溶脂针，很漂亮的一个
女孩整个毁容了。在这些非医疗美容
场所打溶脂针的都是不合法的。所以
我们要多引导消费者去正规的医疗单
位做美容手术，即便是做微整形也是
如此。

孟宪星（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整
形美容科副主任）我省医疗美容界当前
有几个特点。人口基数大，造就了美容
顾客多。还有就是违规的医疗美容机构
在管理和手术中，有混乱的情况，不具备
医疗资质也敢做手术，这是需要政府部
门打击和消费者慧眼鉴别的。做手术要
注意细节，精益求精。细节决定成败，一
些优秀的韩国医生为啥手术做得好？一
个是得益于器械优良，再一个做个手术
耗时很久，一个双眼皮两三个小时，过程
非常细致。这点值得我们学习。

李芳（郑州芳艺整形创始人、院
长）芳 艺 是 郑 州 市 首 批 医 疗 整 容 机
构。我们主要开展美容外科、美容皮
肤科。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是一个截
然不同的概念。生活美容国家也有严
格的规定，只能做皮肤护理，凡是切入
性的治疗都属于医疗美容的范畴。我
们现在做的手术 30%—40%都是修复
手术，患者来自哪里？美容院、中介、
写字楼里被掂包医生做坏了以后到我
们这里修复治疗的。简单的纹眉毛，

如果消毒措施不规范，传染乙肝等疾
病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希望媒体也正
确的引导消费者，让他们到正规的医
疗机构做整形。

支凌翔（河南整形美容医院技术
院长）《河南日报》作为河南省最大最
权威报纸关注医疗美容行业，我们感
到非常高兴。确实给我们整个行业提
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这样一个窗口
展示我们行业内一些真正的正能量的
东西。让大众了解我们，到底这个医
疗美容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
个行业安全是第一位，我们也一直在
为此而不懈努力。

邵志明（爱美丽整形美容医院院长）
我是因为喜欢而进入这个行业，现在从
医已经 31年了。每个人有一定的精力，
要把每个科室做得非常精，可能十年才
达到一个高度。但是我们培养一个医生
五年内专攻一项医疗美容技术，就有可
能成为这个专业项目的佼佼者。所以我
在探索这么一条路，包括从 2012年开始
到韩国去考察，跟他们做学术交流医
生。韩国医生手术慢，我们要学习他们
细致的精神。做手术每一个细节，做到
非常完美才进行下一步，这种精神确实
值得我们学习。

贺洁（东方整形美容医院院长）首
先要做好内功。宣传上要讲诚信，与
顾客沟通一定不能夸大其词。一定是
有承诺就一定要践行，绝对不能夸大
其词。主刀医生必须要资质齐全，医
院不能超范围经营。因为有些项目民
营医院不能做，必须三甲医院整形外
科才能做。

第二，强化安全意识，顺应潮流发
展，引领技术创新。整形有一定的时
尚性，有一定的流行趋势，所以我们要
顺应这个发展，要不断地进行我们的
技术创新改变，顺应市场的消费观。

第三，引导顾客正确的消费观，加
强行业自律，加强卫生监督部门和媒
体对医疗美容行业的监管力度，引领
医疗美容行业向健康方向发展。

何静（郑州·上城整形美容医疗机
构董事长）现在微整形中的注射材料
假货泛滥。我们希望贵报在后续报道
当中可以教顾客怎么分辨材料，怎么
判断它的真假，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
些报道。引导消费者理智冷静的判断
医疗美容机构的水平。

罗明生（郑州丽天整形机构院长）
2009 年，丽天正式进入医疗美容行业，
我们的方向是高精尖，一直把自体脂
肪的应用作为我们的探索方向，精益
求精不断创新，为广大的求美者提供
细致安全满意服务。我们也很享受这
份美丽工作。在以后工作中继续坚持
合法合规的医疗经营，坚持医德医风
的建设，跟在座的各位一起把美容行
业做得更好。

中原医疗美容行业杰出贡献人物中原医疗美容行业杰出贡献人物、、十大领军人物荣誉榜十大领军人物荣誉榜

刘林嶓 整形美容外科教授、主任医师、临床医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整形美容外科主任

中原医疗美容行业杰出贡献人物

张正文 博士、主任医师、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整形美容中心主任

中原医疗美容行业十大领军人物

翟晓梅 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郑州大学瘢痕研究中心主任、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

赵绛波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整形美容科主任

姜 南 整形外科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整形美容科主任

孟宪星 副主任医师、医学学士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整形美容科副主任

李 芳 郑州芳艺整形创始人、院长

支凌翔 河南整形美容医院技术院长

邵志明 爱美丽整形美容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贺 洁 东方整形美容医院院长

何 静 郑州·上城整形美容医疗机构董事长

非手术整形专家

罗明生 郑州丽天整形机构院长

(排名不分主次)

王俊本(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河南
是个人口大省，美容行业发展潜力巨大。我有
三个感受与大家分享。

第一，要讲诚信。医疗美容行业目前给大
家最大的心理障碍还是诚信问题。改革开放
30 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条件大
大改善，许多人越来越爱美，其中有不少想做医
疗美容，但真正付诸手术的不多，根本原因是没
有安全感，不放心。所以要讲诚信、树信心。

第二，要精专业。现在许多消费者怀疑国
内医生的技术水平。为什么我们的不少美容机
构要把韩国的医生抬出来，就是觉得世界上整
容水平高的是韩国。所以，我们的医生在专业
上要多钻研多专注。

第三，要树口碑。讲诚信、精专业、树口碑。
口碑靠什么？靠诚信、靠技术，还要靠传播。这
就希望我们的医疗美容机构和媒体结合起来。
媒体起的作用是什么？一个是弘扬正能量，另一
个是给大家普及医疗美容知识。口碑既靠我们
自己去创造，也靠社会去传播，更要靠舆论宣传
机构去对外进行宣传。

刘林嶓(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美容外
科主任)第一，我们要顺应潮流服务大众。美容
对于大家是一种精神生活方面的享受，我们有幸
加入这个团队，加入这个行业给大家提供服务，
应该是竭尽我们的力量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们的
责任和义务。

第二，同行之间要互帮互学，共同提高。整个
行业在规范的约束下，大家要做到互相尊重。不
要恶性竞争，有的机构做双眼皮，100 块钱就敢
做，还不够你的线钱。一定要杜绝这样的恶性竞
争。弘扬医德，医德不仅仅是对我们服务对象的
态度，同时也是我们对同行尊重的态度和医德的
体现。

第三，强化安全意识，减少事故。我们要立
足当前把工作做好，要尽量管好自己，提升自
己，洁身自好。把我们的技术提高一点，守法经
营规范服务，不要急功近利。

张正文(河南省人民医院整形美容中心主任)
第一，要做好品牌，做好领军人物。做好我们自身
的诚信、医德。虽然和十年前相比，很多东西已经
规范多了。但我们不能满足，下一步希望大家还
得加强，还得继续努力。

第二，现在医疗美容机构越来越多，希望大
家细化主攻专业，形成差异优势。韩国人有很
多医疗美容专家教授，这个教授擅长做这个，那
个教授擅长做那个。这种精、专，才是我们将来
专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第三，我们医生面对新的技术、新的材料、
新的手段越来越多，安全稳妥是最重要的。因
为前些年有很多血的教训。一些国家没有准入
技术的我们一定不能沾。这个安全警钟应该常
敲不懈，我们一定要把医疗安全放在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