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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美

线雕可能导致皮肤

软组织感染、坏死等不

良反应，线雕过的鼻部，

尤其是鼻尖，易成为不

良反应“重灾区”。无论

使 用 何 种 方 式 进 行 修

复，线雕隆鼻导致的损

伤都是不可逆的，甚至

可引起容貌毁损。

李钢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
医疗美容科主任医师

近日，四川成都 30 岁的纪小姐因进行线雕隆

鼻整形差点毁容的消息上了热搜。在五官中占据

“C 位”的鼻子可以说支撑起了颜值的半壁江山，

因此近年来随着“微整形”的日益兴起，鼻子成了

微整形的首选对象，而线雕隆鼻则是热门的鼻部

医美项目之一。

所谓线雕隆鼻，就是将可被人体吸收的蛋白

线埋入鼻部皮肤，再通过线的牵引、提拉进行鼻部

塑形。

“线雕可能导致皮肤软组织感染、坏死等不良

反应，线雕过的鼻部，尤其是鼻尖，易成为不良反

应的‘重灾区’。”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医疗

美容科主任医师李钢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无论使用何种方式进行修复，线雕隆鼻导致

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甚至可引起容貌毁损。

“东方人的鼻梁普遍低平，这也使得大部分东

方人的面庞缺乏立体感，因此很多爱美者希望通

过隆鼻来使扁平的五官变得立体。”李钢说。

那么，线雕隆鼻可以不用开刀就能让鼻子变

得秀美挺立吗？

“线雕隆鼻属于微创手术，顾名思义就是通过

‘线’对鼻部进行塑型。”李钢介绍，线雕隆鼻中使

用的线，一般是硬度较高、直径较粗的可吸收蛋白

线，这种蛋白线大多是锯齿线、有双向倒刺，通过

助推手柄将线穿刺进鼻部组织内，在牵引力的作

用下，鼻子局部会被拉紧，从而达到延长鼻小柱、

缩窄鼻翼以及抬高鼻梁的目的。

在李钢看来，线雕隆鼻不同于注射隆鼻或置入

假体隆鼻，其手术效果有限。他进一步解释，线雕

改善的是软组织，通过蛋白线提拉软组织达到紧致

皮肤的作用，因此它一般被用于提升面部线条。而

隆鼻需要的是支撑，蛋白线不具备这种支撑力度。

“而且即便线雕隆鼻术后即时效果不错，但维

持时间也不会太久。”李钢说，蛋白线被植入人体

后，会刺激人体自身胶原蛋白的生成，通过增生胶

原蛋白可以起到隆鼻的效果。但是蛋白线可在人

体内降解，最后被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被人体吸

收，降解过程大约需要半年。因此，综合来看，线

雕过的鼻子最多只能维持 1年。

用“线”把鼻子变挺拔

在很多整形医生眼里，爱美人士心目中的“白

月光”——线雕隆鼻，是给鼻子埋下了一枚随时可

能爆炸的“炸弹”。

“线雕隆鼻的并发症比较多，最常见的并发症就

是鼻尖发红、甚至被蛋白线穿透。”李钢解释，线雕隆

鼻是通过线的硬度和牵引力来撑起皮肤，这种简单

的用几根线将鼻部皮肤顶高的做法，常由于蛋白线

接触该部位皮肤的面积小而使得局部压强变大，再

加上鼻尖部本来就紧实且延展性欠佳，皮肤一旦承

受不住，线就会穿出来，导致鼻尖部线头外露。

由于这种状况早期大多无明显感觉，患者往

往未给予重视，因此后期可导致破溃处经久不愈，

并发症多、改善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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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提个醒

◎新华社记者 颜之宏

“目前，比较主流的隆鼻方法有硅胶隆鼻、膨

体材料隆鼻、玻尿酸隆鼻和自体软骨隆鼻。”李钢

介绍，这 4 种隆鼻方法各有优缺点，患者要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隆鼻方法。

相对于在身体内植入异物，更多人愿意选择自

体软组织隆鼻。自体软组织取材于耳后、鼻中隔或

肋部的软骨，而后根据需求进行植入。“这种方法安

全性较高。由于自体组织相容性好，因此不会出现

排异反应，也很容易固定，不需要大量的血管来营

养。”李钢说，而且自体软骨有硬度又有柔韧性，易

雕刻修整模型，因此隆鼻效果也非常好。该手术适

合各种人群，没有年龄和性别的限制。不过，若采

用自体软组织隆鼻，就会在软骨取出处留下切口瘢

痕，而且这种手术对施术者的技术要求也比较高。

若选择自身之外的植入材料进行隆鼻，硅胶

是最为常见的选择。医用硅胶具有耐高低温、化

学稳定性、耐腐蚀性、组织相容性好等优点，而且

无毒、不致癌、不致畸，不会和人体组织长在一

起。“硅胶假体被置入鼻部后，会形成包膜，不刺激

肌体。”李钢介绍，目前采用微创切口手术完成硅

胶植入，大大改善了传统隆鼻切口大、恢复慢等问

题，而且切口隐蔽不留疤，最重要的就是价格相对

来说也比较亲民。该手术的缺点是，硅胶容易滑

动移位，严重的有可能顶穿鼻头。

膨体材料隆鼻解决了一些硅胶假体存在的问

题，固定性更好，外观看起来也更加自然。膨体材

料主要是聚四氟乙烯材料，用它作为假体置入鼻

部，可以维持更长时间。这种材料相容性也比较

好，降低了自体排斥风险，是很理想的生物组织代

替品。不过。这种材料的价格昂贵，取出的时候

也比硅胶更困难。

“如果非要选择微创隆鼻，现在最推荐的方式

是注射隆鼻材料——玻尿酸。”李钢介绍，玻尿酸又

名透明质酸，是人体组织中自然存在的物质。通过

针剂注射的方式将玻尿酸填充到鼻部，可起到隆鼻

效果。这种方式创口小、不留疤、不留痕，隆鼻材料

与鼻部相容性高，几乎无不良反应和后遗症，且效

果自然，不易出现移位等现象。

“不过，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所有人，只适合鼻型

条件较好的人，对于较复杂鼻形的修整，效果不

佳。”李钢指出，一般玻尿酸隆鼻能维持 6 到 12 个

月，需要后期反复注射。

当下这些隆鼻方法是主流

皮肤坏死严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同时，线雕隆鼻还会造成静脉血流障碍，这也

会让蛋白线顶出鼻部。李钢介绍，医生在给鼻部

埋线时，为了能让鼻梁更高，往往需要埋很多层

线，而若埋线层次过浅、埋线量过大，就容易造成

局部皮肤水肿、血运变慢。倘若患者皮肤厚、弹性

差、伸展性不好，就更容易出现鼻部埋线皮肤肿胀

缺血、线头顶出的情况。

线雕隆鼻还非常容易造成感染。由于线雕隆

鼻需要多次埋线，即要进行多次手术，二次手术时

皮肤组织可能还未完全修复，就被再次置入异物，

这就很容易造成慢性感染。“此外，有些人有鼻部

毛囊炎，有些人鼻头非常容易出油，再加上实施手

术的人无菌观念可能较差，从而导致此类手术中

出现慢性细菌感染的概率非常高。”李钢说。

他表示，目前市场上极力宣传线雕隆鼻的大

多是私人整形工作室、不正规美容院，因为线雕隆

鼻相对于传统的假体隆鼻手术操作难度较小、盈

利空间大。而这些地方的手术环境、无菌条件、施

术者技术、消毒和麻醉操作都处于不可控的状态，

因此手术风险非常高。

“正是由于可能出现诸多并发症，加之鼻型保

持时间短，整形改善效果不理想等原因，线雕隆鼻

往往不被主流整形机构认可。”李钢说。

◎杨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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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双十二”“黑色星期五”……最近，

购物节一茬接一茬，很多人买了不少东西，家里囤

满了各种商品。有心理学家认为，过度囤货的人

很可能患上了囤积症。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

约2%到5%的人患囤积症

我们常在新闻上看到老人喜欢收集废品，他

们把旧东西堆满了房间和楼道，甚至东西发霉、发

臭了也不舍得扔。这就是典型的囤积症。

美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五版）》将

囤积症的症状定义为：难以丢弃物品，不管它们实

际价值如何；有强烈的储物欲望，丢弃物品会深感

痛苦；大量物品堆积，使生活或工作场所脏乱不

堪，甚至使人无法在其中生活和工作。

这些囤积行为极大影响和干扰了患者自己和

他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甚至会引发火灾、造成健

康隐患等。

不要以为只有老人才会得囤积症，很多年轻

人也会患上囤积症，如囤积书籍、衣服、化妆品、布

娃娃等。日常生活中，囤积症患者并不少见，流行

病学数据表明，大约有 2%到 5%的人患有囤积症，

也就是说每 20 至 50 个人中，就有 1 个人患有囤积

症。

不良情绪、幼年创伤等是诱因

情绪问题会成为囤积症的诱因。当我们感到

焦虑不安、抑郁孤独，或者在生活中经历很多挫败

时，我们囤积物品的欲望就会比平时高涨很多。

这是因为囤积物品能舒缓我们的不良情绪。

此外，研究表明，年龄越大越易患囤积症。55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患囤积症的概率是年轻人的

3 倍。年轻的囤积症患者更多由于“喜欢”所以囤

积，而中老年患者则多因“丢掉可惜”的心理所以

囤积。

精神分析流派认为，经历幼年创伤的个体更

易患囤积症。如果早期经历过极度的匮乏，这样

的个体长大后，需要通过囤积物品来尽量消除内

在的匮乏和不安全感。如果早期经历如亲人离

世、被抛弃等心理创伤，个体没能获得充足的依恋

他人的体验，长大后也会通过囤积物品来建立与

物品之间的情感依恋，以弥补心灵的缺失。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虽然囤积症是一种精神障碍，但囤

积行为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任何事情过犹

不及，当过度囤积带来的危害大于它带来的安慰

时，就要自我改变或接受治疗了。

用这些办法控制购物欲

那么，该如何缓解过度的囤积行为？

对于老人而言，要先排除其是否患有阿尔茨

海默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

心医师、神经病学博士秦琪指出，如果家里老人喜

欢囤积废品等，他们有可能患上了阿尔茨海默

病。由于出现认知障碍，他们无法正确判断物品

的价值，也无法对其进行分类和整理，于是表现为

过度囤积物品，把家里搞得脏乱差。美国《精神疾

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五版）》在定义囤积症时，也

给出了鉴别的标准，比如由大脑损伤、脑血管疾病

等引起的过度囤积行为，属于器质性病变，不属于

囤积症。如果家里有老人出现过度囤积行为，首

先要去医院排查其是否有脑部病变。

而非脑部病变引起的过度囤积，导致无法正

常生活学习且内心非常痛苦的群体，就需要到精

神心理科接受药物或心理治疗了。

对于情况相对不那么严重的人来说，怎样做

才能有效缓解过度囤积行为呢？心理学家给了以

下建议：

首先，学会控制情绪和购买欲望，脱离对物品

的执念，从源头上减少物品囤积。

其次，定期清理物品。哈佛医学院心理学讲

师拉斯穆森博士认为，要时不时缩小自己的物品

规模，定期清理东西。清理物品的过程，其实就是

认清“我是谁”“我想要什么”的过程，而了解自我

有助于提高理性决策能力，不乱买、乱囤。

最后，坚持断舍离的生活理念。断，是不买不

需要的东西；舍，是处理掉用不到的东西；离，是舍

弃对物质的迷恋。通过断舍离，给自己腾出简单、

自在的物理和心理空间，从而告别过度囤积的习

惯。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囤货狂的内心，可能有看不见的伤
心理话

雕好美一年雕好美一年，，雕不好或致皮肤感染雕不好或致皮肤感染、、留疤留疤，，甚至毁容甚至毁容

线雕隆鼻线雕隆鼻：：一场关于美丽的赌局一场关于美丽的赌局

荸荠是冬季颇受欢迎的家常菜，在我国一些地区，荸荠又被称

为菩荠、乌芋等，又因其形似马蹄，而被俗称为“马蹄”。由于荸荠

脆甜多汁，不少人除将其作为菜品外，还将其作为水果在去皮后直

接生食。专家提醒，生食荸荠等水生植物有感染姜片虫的风险，不

仅会出现相关肠道症状，还可能对儿童的智力发育造成危害。

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执行主任潘

珏介绍，荸荠表面附着有各种细菌和寄生虫，尤其以姜片虫最为常

见。“有的人喜欢生吃荸荠，有的人还喜欢用牙直接给荸荠‘去皮’，

这都是容易引发感染的危险行为。”潘珏说，姜片虫的囊蚴可以附

着在荸荠表面，在生食荸荠的过程中，姜片虫的囊蚴就会经过吞咽

进入人体并引起姜片虫病。

记者了解到，人体感染姜片虫后，大多数患者可能是无症状或

者仅有轻微的症状。在中、重度感染的患者中，可能表现为腹痛、

腹泻、便秘、肠胀气、恶心呕吐、食欲缺乏等胃肠道症状，少数患者

因长期腹泻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水肿、腹水等。有些重度患者可

出现发热、消瘦、贫血、肠道细菌感染等，甚至死亡。在儿童患者

中，除上述症状外，还可能出现智力减退和发育障碍、侏儒症等。

专家提醒，由于姜片虫的囊蚴不耐高热，在沸水中 1分钟或阳

光下暴晒 1天即死亡。因此最安全的食用方法就是将荸荠充分洗

净，然后削皮、煮透后食用。此外，菱角、茭白、莲藕等水生植物也

可以引起姜片虫的感染，因此也不建议生食。

生吃荸荠味道好？

当心感染姜片虫

“借贷消费”“只赚快钱”“一夜暴富”……近期一些年轻人因为

这些消费和理财观念，落入了“套路贷”或金融诈骗的陷阱。在监

管加大力度整治金融乱象的同时，专家建议年轻人树立理性的借

贷意识和理财观念，提升风险防范能力。这里有一份“避坑”指南，

希望能帮助年轻人提升“财商”，保持理性。

部分年轻人易落入金融陷阱

“专业办理大学生贷款，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无利息、零

担保……”这则广告信息打动了看中一款游戏机的大学生小王。

他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加上了对方微信，并在其指导下在某贷

款平台贷了 4000 元。但没有经济来源的小王，无法按期还款，只

能通过多家平台“借新还旧”。欠款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短短

6个月小王的债务已增长到 10余万元。

近年来，借款人出现了“年轻化”特征，尤其是随着各种消费场

景产生的小额贷款日渐增多，游戏贷、医美贷、租金贷等在年轻人

中比较流行。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少数大学生深陷高额债务，

离不开不良贷款平台的推波助澜。一些非正规持牌机构打着“小

额低息”“无需信用记录”等旗号诱骗消费者借款，贷款利率实际上

远超市场水平，甚至诱导“以贷养贷”。另外，一些青年群体愿意尝

试新奇事物，却缺乏足够辨识能力，容易落入宣传诱导的陷阱。

河南信阳的张女士接触到一款名叫“喵喵”的手机应用软件，

用户通过软件认购和“饲养”虚拟猫咪，虚拟猫咪很快便可养成、出

售，号称能在短时间内为投资人赚得 10%左右的收益。张女士前

前后后投入了 15 万元，然而“喵喵”App 突然无法登录，她不仅没

有得到高额回报，本金也被一卷而空。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

显示，对全国约 14 万份成年受访者样本数据分析发现，在有金融

投资行为的群体中，中青年群体对金融投资收益预期的非理性程

度更大。

专家指出，部分年轻人由于风险偏好比较高、自身经济实力不

足，可能会追求赚“快钱”，盲目购买“保本高收益”产品，容易落入

金融诈骗陷阱。

提升“财商”加强自我保护

提升公众的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意识，是强化金融消费权益

保护的预防性措施。作为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如何才能管理好来

之不易的收入？可参考这几点：

——量入为出，理性消费。要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合理安排生

活支出，不要盲目攀比。如果确实需要借贷，要为自己的负债规划

定一个安全警戒线，可参考 28/36经验法则，即个人或家庭的房产

类相关支出不超过同期收入的 28%，总的负债不超过同期收入的

36%。控制负债水平在此范围内，个人或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一般

不会有明显压力。

——火眼金睛，去伪存真。对广告中的“免费”“优惠”“稳赚不

赔”“低成本、高回报”等字眼要高度警惕，自觉抵制诱惑，坚信天上

不会掉馅饼。切勿轻信各种 QQ 群、微信群所谓“高手”“导师”，防

止被骗。

银保监会曾多次提示：在实践中，承诺保证本金的金融产品收

益率超过 6%就要打问号，超过 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

失全部本金。

——自我保护，善于求助。如果不小心陷入不良“校园贷”或遭

遇金融诈骗，应及时与家人、老师沟通，并保存相关证据，第一时间

寻求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帮助，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金融诈骗“盯”上年轻人口袋

这份“避坑”指南请收好

◎新华社记者 吴 雨 刘 慧 李延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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