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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想衣裳花想容，一张精致的“V”字脸，成了越来越多爱美人士的追
求。在“寻美”之路上，各类医疗美容整形机构也随之遍地开花。

求得“好皮囊”，本来无可厚非。但在逐渐扩张的医美市场中，有人却
利用消费者的“求美心切”，把三无美容产品“塞”进了美容者的脸颊。这
其中，就有A类肉毒毒素——瘦脸针。

图个便宜图个便宜！“！“三无三无””瘦脸针价低受追捧瘦脸针价低受追捧

对于爱美人士而言，“瘦脸针”并不陌生。在脸颊双侧的咬肌上各来
一针，就能很快拥有一张“V字脸”。

但近来，有不少媒体爆出，爱美人士注入瘦脸针后，不仅没能拥有完
美容颜，反而造成了面部塌陷等问题。此外，不少国外“进口”瘦脸针也悄
悄流入中国医疗美容场所。一时间，瘦脸针产品鱼龙混杂，价格差异也越
拉越大……

但实际上，目前市面上的各类瘦脸针中，获得监管部门批准上市的，
只有两个品牌。

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治医生胡金天解释
称，瘦脸针的成分主要是A类肉毒毒素，在成分、含量等制作工艺上有非
常高的要求。一旦在提取制作过程中出现纰漏，后果不堪设想。

据了解，A类肉毒毒素实为剧毒，这就要求瘦脸针药品在制作提取
上，必须格外精准。

实际上，不同的瘦脸针，因含量成分不同，药品在进入皮肤后，弥散度
也会有区别；弥散度越小，瘦脸的范围就更精准。

“没有通过监管部门审核的瘦脸针，弥散度很难被精确衡量，容易导
致注射剂量不准确，引发患者面部塌陷或表情僵硬等情况。

这样没有获批的“进口”瘦脸针，为何能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据北京市一家美容医院的整形医生分析，主要原因是消费者想“图个便
宜”。

该医生说，这些所谓的“进口”肉毒素，在黑市里被称为“白毒”“粉毒”
“绿毒”，价格在几百元到一千多元一盒不等。但目前在专业机构注射瘦
脸针，价格则在数千甚至上万元不等。

“只要是正规的美容整形医院，就绝不会有‘粉毒’这些药品，更不会
冒法律风险，为顾客打这些针。”该医生说。

瘦脸针市场乱象丛生瘦脸针市场乱象丛生，，线上线下藏猫腻线上线下藏猫腻

在正规美容整形医院之外，想要私下买到瘦脸针并非难事。记者调
查发现，无论线上线下，通过微商代购或一些实体美甲店，都能发现各类
瘦脸针的踪影。

——线下：美甲店暗度陈仓，与机构合作隐秘接单
9日上午，北京搜秀城3楼，记者发现有不少美甲店正在售卖未获批

的瘦脸针。
“这里可以打瘦脸针吗？”记者走进一家店面询问。
“店里没有药，要打的话，我们能帮你预约，2小时后有专业美容医师

来店里给你打。”美甲店服务员如是回答。
陆续询问了3家美甲店，对方均表示能提供瘦脸针注射服务，且都需

通过店员进行电话预约，由相关人员到店为消费者服务。
至于为何要现场电话预约，店员介绍，美甲店不直接提供美容整形服

务，只和医美机构合作，帮他们推荐顾客。确定顾客需求后，就会有合作
美容医师来美甲店里做“手术”，最后按人头分成。

店员还信誓当当向记者保证，肯定是专业机构，但被问及注射人员行
医资格、医院名称及所在地时，店员却以自己也没去过为由，含糊其辞，始
终未正面回答。

不过该店员反复强调，注入瘦脸针过程简单又安全，在店里的美容间
就能完成；全过程只有消毒和注射两个步骤，1分钟内就完事。

——线上：海外代购两天到货，运输过程无冷链措施
在瘦脸针的产业链上，微商代购同样想分得一杯羹。
记者了解到，通过线上平台，微信代购的“粉毒”“白毒”价格更低，分

别为380元（人民币，下同）和420元一盒，而进口的保妥适（瘦脸针名牌）
也只要1400元就能买到。

价格真能如此低廉？胡金天认为这不合常理。“进口的保妥适，出厂
价都在2000元以上，还要加上人工费，怎么也不会低于2000元。”

此外，微商同样能安排医生“上门”打针。有微商表示，“手工费”1000
元，且需顾客承担“医生”出行费用。在拿到药以后，就会安排专业人员到
家里为顾客打针。

瘦脸针是否在任何环境里都能注射？对此，胡金天解释：“注射场地
必须满足消毒条件要求、具有相关医疗设备。若在非正规场所进行注射，
很容易引起细菌感染。”

至于整个运输和储藏过程，该微商说：“瘦脸针有2年保质期，国内都
走普通快递，冬天无需冷藏，夏天运输时，就会和冰块放在一起。”

这一过程是否安全？胡金天解释说，肉毒素决不能直接和空气接触，
若是跨省运输，需做特别处理，避免光照、必须密封、注意冷藏。

“存放不当，轻则药品失效，重则危及消费者生命安全。”胡金天补充。

一剂瘦脸针一剂瘦脸针，，也不能打得也不能打得““掉以轻心掉以轻心””

为保证瘦脸针的安全性，除了存放运输上有要求，在注射前后，也并
不像代购或美甲店人员所言，“1分钟搞定，简单又方便。”

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可见，能够进行瘦脸针注射服务的整形机构，首
先必须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而对于合规的注射流程，胡金天说：在正规医院里实施瘦脸针手术，首
先需要顾客进行“咬肌B超”检测，以确定瘦脸针需要注入的位置和剂量。

他解释说，位置和剂量的选择，决定了瘦脸针的安全性和手术效果。
而这一操作，需要通过拍片以及与其他医生会诊才能完成。

对于瘦脸针药品的安全性，胡金天称，正规医疗整形医院的瘦脸针，
药瓶上都有二维码，顾客一扫描，就能清楚看到药品的产地和出产日期，
甚至能知道你是第几个扫码查看的人。

此外，监督部门也能对每一盒正规瘦脸针进行追踪，“来路不明”的产
品，无法流入正规医疗场所。 本报综合消息

据新华社电 随着物质生活水
平的提高，养生受到人们越来越
多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各
类“养生秘籍”和一条条看似贴心
的网络提醒层出不穷，但质量却
良莠不齐。近些年，网上流传着
的“人体排毒时刻表”，想必很多
人都有关注过。那么，事实的真
相是这样吗？

其实，这些编撰得头头是道
的“生活常识”，很多都是毫无根
据的危言耸听。下面我们就针对
所谓“人体排毒时刻表”7 大传言
一起来逐个击破！

21：00-23：00，淋巴的排毒
时间？

常见指数：★★★☆
离谱指数：★★★★
【真相】：淋巴24小时都在工

作！
作为人体内的“劳模”，淋巴

分泌的淋巴液时刻保护身体，对
抗病菌。淋巴回流的意义在于回
收蛋白质，运输脂肪及其他营养
物质，调节体液平衡，防御和免疫
功能。21：00-23：00 这个时段一
点都不特殊。

小贴士：
当有病菌入侵，身体面临感染

时，淋巴结会出现良性肿大甚至疼
痛，随着感染的消退，淋巴结也会
恢复正常。如果淋巴结肿大且持
久不消，就需要进一步排查原因。

2323：：0000，，肝脏开始排毒肝脏开始排毒？？

常见指数：★★★★
离谱指数：★★★☆
【真相】：肝脏一直在守护你的

健康，它是你随传随到的小心肝。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器

官，能把药物、酒精以及体内的代
谢物分解或排出。它是24小时待
命的，才不会指定上班时间这么
任性。

小贴士：
肝脏“兢兢业业”，我们无以

回报，唯有不要老是喝酒、乱吃
药、贪吃油腻煎炸食物、动不动发
脾气，才是真正的报答。

1：00-3：00，胆囊排毒的时
间？

常见指数：★★☆☆

离谱指数：★★★☆
【真相】：胆囊表示很忙，没空

排毒！
胆囊要负责储存、排出胆汁，

帮助食物消化。要是胆囊只在
1：00-3：00这个时段开工，那你一
天三餐吃的食物都没法好好消化
了。

小贴士：
①爱吃大鱼大肉又不爱运动

的吃货要注意了，你的胆囊正在
受到1万点伤害。

②养护胆囊，除了多吃蔬菜
水果，还要吃粗粮；三餐饮食不过
饥过饱，避免过度节食减肥。

半夜到4：00，人的脊椎造血
时段？

常见指数：★★★☆
离谱指数：★★★☆
【真相】：能用脊椎造血的不

是地球人！
脊椎不能造血，有造血功能

的是骨髓，人的血液需要不断更
新代谢，无论你几点睡觉，骨髓都
是那么任劳任怨。

小贴士：
①铁、蛋白质、叶酸、维生

素 B12 缺乏时易导致贫血，想要
增强造血功能，每天记得吃红
肉（牛肉、猪肉）、鸡蛋和绿叶蔬
菜。

②有些超重者或糖尿病患
者，长期使用二甲双胍控制体重
和血糖，会导致维生素B12缺乏，
要注意适当补充哦。

3：00-5：00，人的肺开始排
毒了？

常见指数：★★★☆
离谱指数：★★★★
【真相】：肺掌握你呼吸的重

任，排毒？不归它管。
咳嗽不是肺在排毒，而是因

刺激造成的反应。呼吸道感染的
人，睡觉时容易咳嗽，是因为平躺
时痰液不能及时排出，刺激咽喉
引起咳嗽。

小贴士：
厨房也是油烟重灾区，会破

坏肺部纤毛运动，降低肺对人体
的保护作用。尽量少用爆炒、煎
炸等烹调方式，或者做饭时最好
戴上口罩。

5：00-7：00，是大肠的排毒
时间？

常见指数：★★★☆
离谱指数：★★★★
【真相】：明明没有便意，就不

要往厕所跑啦！
很多人早上想便便，那是因

为早上的起立反射，加上早餐后
的胃结肠反射，双重作用促进肠
道蠕动，产生排便反应。但排便
也有生物钟，具体每天哪个时间
你喜欢就好。

小贴士：
如果你排便不畅或经常便

秘，建议你每天早餐后不论有没
有便意，都可以去蹲一蹲，养成好
习惯。当然不能太过用力排便，
以免造成肛门损伤、长痔疮，甚至
诱发心血管意外。

7：00-9：00，小肠开始吸收
营养？

常见指数：★★☆☆
离谱指数：★★★☆
【真相】：小肠吸收食物营养，

才不是只在7：00-9：00。
真要吃早餐是对的，小肠负

责吸收食物中的营养也是对的，
但只要你进食，小肠就会发挥吸
收功能，才不是只在7：00-9：00。

小贴士：
不吃早餐能量供给不足，会

使大脑反应迟钝而降低学习和
工作效率，午餐、晚餐时也会反
应性多吃，形成恶性循环，容易
长胖。长期不吃早餐，还会引
发胆结石。

人的身体是一架非常精妙的人的身体是一架非常精妙的
““机器机器””

代谢、排泄及解毒的体系非
常完善，根本无须刻意去排毒；

正常情况下，人体的水平衡、
酸碱平衡和离子平衡在神经、内
分泌以及多种器官的参与下保持
良好，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出
现紊乱和异常。

其实很多谣言都漏洞百出，
只要稍微留心，就会发现破绽！
当然，虽然人体排毒时间表是假
的，但熬夜对你的伤害是真的。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日常生活
作息一定要规律。

揭开瘦脸针背后的灰色利益链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者张泉）记者 11 日从国家医
疗保障局召开的政策吹风会上
获悉，新纳入医保的17种抗癌药
支付标准较零售价平均降幅达
56.7%，患者 11 月底前有望买到
降价后的抗癌药。

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印发
通知，将 17 种谈判抗癌药品纳
入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 保 险 和 生 育 保 险 药 品 目 录
（2017 年版）》乙类范围，并同
步确定了这些药品的医保支付
标准。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疗组牵
头人熊先军介绍，本次纳入药品
目录的17种药品中，包括12个实
体肿瘤药和 5 个血液肿瘤药，均
为临床必需、疗效确切、参保人
员需求迫切的肿瘤治疗药品，涉
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

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个癌
种。

与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
品 的 支 付 标 准 平 均 降 幅 达
56.7%，大部分进口药品的支付标
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
格，平均低36%，将极大减轻我国
肿瘤患者的用药负担。

本轮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
谈判工作于今年 6 月启动，从
医保目录外的 44 个独家抗癌
药中，经组织专家评审和投票
遴选，并经认真评估谈判最终
确定了 17 种药物进入医保目
录。

据悉，今年的谈判药品多
为近两年上市的新药，其中，
奥希替尼片、伊沙佐米胶囊、
阿法替尼片等 10 种谈判成功
的 药 品 均 为 2017 年 之 后 上 市
的品种，剩余专利期较长，谈

判难度很大。
“本次谈判，我们充分发挥

医保集团购买的优势，坚持临床
价值导向和鼓励创新，坚持基本
保障，坚持专家评审机制，坚持
公平公正公开。通过与企业平
等协商，明显提高了医保用药保
障水平，降低了患者用药负担，
控制了医保基金支出，实现了参
保人、医保、企业‘三赢’的目
标。”熊先军说。

下一步，国家医疗保障局
将指导地方做好谈判药品的落
地工作，要求各地抓紧在省级
集中采购平台公开挂网并组织
医院采购，同时将协调配合有
关 部 门 加 强 对 医 生 用 药 的 指
导，保障抗癌药的采购和合理
使用，确保药品进得了医院，患
者 11 月底前逐步能买到降价后
的抗癌药。

17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平均降价种抗癌药纳入医保平均降价5656..77%%

击破击破““人体排毒时刻表人体排毒时刻表””77大传言大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