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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吗？ 年近五十岁的沧桑大
姐，不动手术、没留伤口，不到一个星期

便重返青春容貌， 完全可媲美三十多岁的
年轻少妇。鼻子塌陷、下巴短小的自卑女孩，转眼间
便成为拥有精致面孔的立体美女。爆红亚洲的“注射
第一人” 徐宇红教授即将首次亲临长沙进行技术指
导，引来无数惊叹和盛赞。

好消息！…

美丽、年轻！瞬间大变样

长沙瑞澜整形医院 美丽热线：0731—88277277��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雅礼中学旁

瑞澜瞬间注射
“丑小鸭”鼻子、下巴翘起来

体验者：钟小姐，28岁，天生
鼻子低矮、下巴短内缩，和一双大
眼睛很不相称，为此自卑多年。

个人感受： 拥有精致面容轮
廓一直是我的梦想， 由于怕做手
术，一直犹豫，后来一个好友的巨
大改变这才让我鼓起勇气， 来到
了瑞澜整形医院。

做好术前准备后， 在亚洲注
射专家徐宇红教授的指导下，王
跃星主任开始从我的鼻尖和下巴
左右上下分几个点来打， 差不多
十分钟左右，整个过程就结束了。
手术部位上只留下几个很细的小
红点，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术后的
效果出乎意料， 鼻子变得俏皮挺
拔，下巴也翘了起来，医生说过了
12个小时就可以随便揉捏， 和其
他部位不会有任何两样。

更让人惊喜的是， 医生告诉

我，由于我选择的是长效针剂，这
次改变， 将会为我带来终身的美
丽效果，也就是说：鼻尖和下巴的
形态将终身维持。

意外体验： 经过注射塑形后
的钟小姐， 不经意把一张自拍照
传到微博上， 没想到顿时引来无
数评论， 钟小姐这才意识到自己
真的变漂亮了。

瑞澜活细胞年轻化
沧桑大妈变身妙龄少妇

体验者：邹女士，49岁，额头
纹、 鼻唇沟纹、 鱼尾纹均比较明
显。显得脸部臃肿憔悴，面相衰老
严重。

个人经历： 邹女士原来是省
剧团演员， 近几年成为专职家庭
主妇后，平时有空便打打小牌。有
一天，邹女士和朋友打牌时，突然
发现有一段时间没见， 三个朋友
都变年轻了很多， 完全已经不像

与自己同龄的中年大妈。 追问之
下才知道， 她们都去长沙瑞澜整
形医院做了活细胞年轻化， 邹女
士深受触动。

术后感言：上周日的上午，我
到瑞澜整形医院接受活细胞年轻
化治疗，过程很舒适，感觉就像一
只蝴蝶不停地在脸上扇动翅膀，
面部有股温暖的热流涌动， 在皮
肤里层来回窜动。 这让我内心的
恐怖感顿时全部消失。 术后对着
镜子照，简直敢相信，那个圆润饱
满的脸庞竟是自己， 没有一丝皱
纹，紧致而光滑，就像做梦一样，
一下从中年妇女一下子变回了青
春少妇。

专家解读： 亚洲注射专家徐
宇红教授表示，活细胞年轻化，通
过纳米微晶体导入热能量， 精准
传导至肌里层， 修复肌肤塌陷的
胶原蛋白构架， 促进多余脂肪细
胞分解、衰减，同时实现除皱、紧
肤 、 瘦 脸 、 丰 胸 等 多 重 效
果。

徐宇红强调， 活细胞年轻化
完全取材自身细胞组织， 纯绿色
技术，无需开刀，无恢复期，当天
做完当天回家。 作为湖南省首家
专注美式技术的整形医院， 瑞澜
整形首次率先从美国引进该技
术， 受到湖南广大求美者热烈欢

迎。

瞬间注射
活细胞年轻化适应范围

1、去皱纹：抬头纹、眉间纹、鱼
尾纹、鼻唇沟纹、唇周放射状纹、面
颊皱纹、酒窝纹、颈部横纹等。

2、局部塑形：隆鼻、隆下巴、
丰唇、丰耳垂、丰额头、丰太阳
穴、丰面颊、充盈乳头等。

3、 弥补缺憾： 痤疮凹陷瘢
痕、眼窝凹陷、软组织缺损等局
部修复。

4、局部塑身：瘦脸、瘦小腿、
丰满胸臀部、塑造身体曲线。

瑞澜整形医院六周
年院庆感恩巨献，10月
23、24日，特邀"亚洲注射
第一人 " 徐宇红教授亲
临指导，同时大礼相赠：
购长效注射针剂送除
皱， 正宗进口玻尿酸买
三赠一， 充值钜惠增值
6000-50000元。

十月院庆送重磅大礼

本报10月14日讯 为
让孩子远离毒品，省禁毒办
宣布：在我省范围内建立校
长负责制，并设置禁毒督导
员加强禁毒宣传。

此前， 据省禁毒办统
计：目前，全省登记在册的
吸毒人员已经接近18万人，
且日趋年轻化，年龄最小的
瘾君子仅13岁，是一名小学
六年级的学生。越来越多的
青少年因吸食合成型毒品

冰毒、摇头丸、麻古，成为瘾
君子。

“这是今年首次在长沙
的校园内开展禁毒宣教活
动。” 湖南省政府禁毒办专
职副主任朱付建表示，目前
省禁毒办已经联合教育部
门，对所有中小学生开展禁
毒宣传教育，建立学校校长
负责制。■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谢显锋通讯员曾韬

本报10月14日讯 700平
方米的豪华别墅，屋主不惜血本
再次翻新加装， 专门租给朋友，
借庆生聚会吸毒。长沙警方捣毁
暗藏在豪华别墅内的地下“嗨
吧”， 在建材老板的庆生聚会上
抓获51名涉毒人员。

今日，长沙警方通报了这起
“别墅嗨吧”案。

豪华别墅，租给老板聚会

2009年， 望城区靖港镇复
胜村做建筑生意的虢某盖了一
座豪华别墅， 三层楼带顶层露
台，面积700平方米。

今年6月， 虢某将别墅装修
翻新，购置了一些高档的音响灯
光设备。 装修一新的豪华别墅
里，经常有一些老板模样的人远
道而来，在这里庆生聚会。

香车美女、震耳欲聋的动感
音乐，让过往村民免不了多看几
眼。热闹的别墅里，男男女女又
唱又跳，又哭又笑，有人表情兴
奋，有人神情迷乱，不得不让人
怀疑， 他们真的是在庆祝生日
吗？

老板包场，自备美女毒品

8月初， 长沙禁毒支队在望
城区靖港镇走访调查时得知，复
胜村豪华别墅内有地下“嗨吧”
会所。 支队立即成立专案组，开
展调查。

“屋主将房子租给他人聚会
吸食毒品， 场地一次收费6980
元。” 民警调查发现， 虢某与范
某、 周某3人策划组织邀集建筑
业、房地产生意圈内的老板以及
混迹于行业老板之间的年轻女
子，以开生日派对的名义组织聚
众吸毒， 涉案人员来自衡阳、岳
阳、长沙等地区。

8月30日傍晚，别墅又热闹
起来，一名姓郑的建材老板过45
岁生日，邀请大批圈内好友来别
墅庆生，美女自备，毒品自备。

8月31日凌晨2时，100余名
警力展开抓捕。当场抓获51名涉
案嫌疑人，缴获毒品氯胺酮9包、
开心粉63包、摇头丸1包、大麻1
包，而这些已经是吸食剩下的。

目前，51名涉案人员中3人已
被刑事拘留，其他人被行政拘留。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娟

老板豪华别墅庆生，自备美女毒品
长沙警方缉毒，查获望城豪宅“地下嗨吧”

最小瘾君子仅13岁
学校禁毒，校长负责

“城区KTV、酒吧等娱乐场所抓得严，瘾君子开始向村镇转移，
豪华别墅无疑是首选。”长沙市禁毒支队政工科副科长罗冬国说。

今年8月中旬以来， 长沙警方针对当前娱乐场所涉毒问题日趋
隐秘，向公寓旅店、别墅、出租屋转移的新动向，在全市娱乐场所开
展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清查整治涉毒问题专项行动。行动中，娱乐
场所240余家被检查，已查处涉毒场所12家，查获涉毒人员237名。

一个月查获12家涉毒场所

… 禁毒连线

… 警方行动

本报10月14日讯 鸭子铺的一
家仓库被盗，52台日本进口电视机
被洗劫一空。开福区警方近日捣毁了
这个专挑仓库下手的盗窃团伙。

鸭子铺是外贸仓库集中地，近
年来不时有被盗案发生。案件发生
后，警方通过调取大量监控，发现
一辆白色金杯车很可疑。因车牌为
假牌照， 民警通过对金杯车的追
踪， 控制了车主冷某。10月2日，参
与作案的另3名嫌疑人归案， 这个
专门挑选仓库作案的盗窃团伙浮
出水面。经审查，4人对该案供认不
讳， 并交代了其他多起盗窃仓库
案。 目前52台进口彩电已经被追
回，冷某等4人均已被刑事拘留。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浩
通讯员 罗立

52台进口彩电不翼而飞
鸭子铺“仓库大盗”落网

禁毒
连线

▲警方在郑某的生
日聚会上，查获毒品，抓
捕涉案人员51人。

▲装修豪华的别墅在周围民居中十分醒目。

警事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