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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52: Cosmetic Surgery 

                                      

                                                                          整形手术 

 

                                                                               作者   罗娜·奈特 

                                                        By    Rhona Knigh 

社会似乎同意本谢尔曼的广告，“长得好看不仅是重要，它是一切”。一个人的价值往往取

决于他/她的长相、能力、收入和形象。 （1）如果不确定“好看”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只要看一

下充满在屏幕和杂志上的脸庞和身姿。这些表明年轻、苗条和美丽是女人的标准，而轻盈，肌肉

结实是男人的理想身材。（2）对于那些努力要达到完美的脸庞和身材的人，广告隆胸、肉毒杆菌

素、头发移植和臀部植入物等广告表明“整容手术为您实现完美身材。” 

整容手术是大生意 

俗话说，没有人会因为

过度估计女人的虚荣心而赔

钱。对于男人，这个可能也

是事实。 2011 年，英国化

妆品产品业价值为 83 亿英

镑。（3）化妆品也是一项

繁荣的商业，2010 年创造

了 23 亿英镑的价值，在

2015 年预计价值达 36亿英

镑。（4）90% 的非手术干

预例如真皮填充剂，注射肉

毒杆菌素，和激光（6），

“可能对身体导致重大和不

可逆的副作用”（5）。  

有什么问题？ 

根据英国«地铁报»，

30%的人认为大多数被体型

评价，22% 的人认为通过穿

衣品位评价，21％认为被服

装品牌所判断。（7）漫画

弗朗西斯马丁内斯对于如何

适应当今社会给出的五个步

骤的建议包括“不满足于自

己的身体”。 （8）饮食失

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它影响到个人和职业群体，

如建模，赛马和现在的一级

方程式赛车。 （9）这也许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2012女

导游协会关于女孩对她们的

外貌的不满意程度颇为心寒

的数据。 （10），这也可

以帮助我们认识滥用类固醇

和男性的“健身过度

症” 。 

虽然许多人可能会寻求

整容手术作为实现幸福的技

术手段，对于有些人它可以

帮助摆脱不快乐，以及创造

和保持好的外观。对于其他

人来说，它可以帮助保留青

春。另外，如果，整容手术

广告增加对外貌的不满，

（11）它将取决于人们对于

正常外观的理想观点和消费

者文化的结合对于弱势群体

的打击。 

整形外科干预的目的很

重要。它可以是治疗、恢复

或增强。治疗是“旨在缓解

或治愈病症”，（16）例如

去除面部的皮肤癌。恢复指

回到原来的状态，（17），

例如使用某些技术来消除癌

症并且保持外观。增强指进

一步的改善，（18）变得比

原来更好。整容手术可以有

效地治疗和恢复使病人保持

或重新拥有正常外貌。恢复

不包括抗衰老手术，常指年

轻化，这种与自然情况叛离

的增强手术。 

   本文件假定对于人的整

体-生物-生理-精神的看

法。它不包括旨在间接保留

或改变外观的手术，比如为

帮助体重减轻的胃束带或防

止身体变形的妊娠终止手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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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正常的？     

注重外表并不是什么新

鲜事。千年来化妆、服装、

鞋、纹身和许多其他永久或

暂时的干预措施已用来改变

和“增强”外观。 Sushruta

（公元前 600 年），是第一

个最早记载以整容为目的进

行隆鼻的外科医生（20），

他被很多人称为“整容手术

之父” （19）。  

然而，许多人寻求整容

手术是为了是自己变得更

“正常”， 而不是增强。

在一定人群里面，总会有那

些在正常分布之外的人，无

论是在身高、鼻子大小或乳

房大小方面。自认为外观处

于正常范围之外的人来寻求

整形外科医生的帮助是正常

的。在以前，用来解决这个

问题的技术有限，而现在技

术的改进使得恢复正常功能

和相对其他临床手术减少的

危险成为可能，例如膝和髋

关节置换，也可以使那些在

外观上不正常的人成为“比

较正常”。 

整体的身体健康状

况 

    虽然报纸可能会讲述

“患者因为整容术后自杀”

的故事，（21）许多整形外

科医生和全科医生都了解患

者因外观的某一方面在社

会、生理和心理方面受到的

不利影响。对有些人，这可

能会导致情绪障碍和自杀意

念的产生，对其他人而言，

受到的欺负和嘲笑可能会导

致社会疼痛或隔离。虽然隆

胸可能会增加自杀的风险，

（22）无法获得手术也能有

类似的影响。 Kerrie Jewel

有 44HH的巨乳，（23）25

年来要求进行乳房缩减术未

果感到自杀地崩溃，：“我

不想看起来像一个顶级模

特。我只希望能像正常的人

那样而不被嘲笑。”类似

地，男性乳房组织过度发

育，（24）儿童耳朵过于突

出（招风耳）都可能导致不

良的社会和心理上的影响。

（25） 

更宽泛的情况 

 

所有这些故事都设置在

更广的范围内。虽然许多英

国整形外科医生和全科医生

对 NHS 进行整容手术多

年，从去除难看的痣到更主

要的业务，大多数医疗委员

不再批准整容手术的转诊。

其结果是许多私人医疗美容

手术行业的蓬勃发展，现在

越来越多的保健服务从业

者，无论是初级或二级保

健，都在提供私人整容手

术，这些都默认整容术的必

要性。 

然而，私人美容机构监

管不力，并且很难找到全面

的整容效果数据。并非所有

的手术都由受执业守则约

束，并且每年接受评估的注

册医生提供。手术常常由许

多未经注册，有不同背景的

从业者提供。似乎很多整容

手术更受经济利益， 而不

是治疗本身的驱动，旨在消

费市场利润的最大化。然而

在英国，当事情往错误的方

向发展，常常是 NHS 要处理

和承受这些不良的后果和代

价。 

本文中，整容外科医生

Atiyeh 等人的话有助于解决

这个困境： 

美容手术是一项通过市
场结构，旨在获得物质利益
和利润的生意， 还是旨在
造福患者，作为卫生保健系
统的组成部分的外科干预？
它是一个轻浮的专科还是真
正给广泛的患者提供急需的
服务？ （27） 

整容手术安全吗？ 

     

    整容手术的管理和安全

似乎是个大问题。在表面上

看，一项由关于患者的预后

和死亡（NCEPOD）的国

家机密查询的报告，强调了

几个病人的安全问题。 

（28）他们还指出，虽然很

多患者可能对整容手术有不

切实际的期望和深层次的问

题，只有 4％的区域，病人

去见临床心理医生属于正常

现象。 （29） 

专家组对整容手术的调
节：首席医疗官的报告，

（30）注意到不可接受的广

告方法，提出了 20 项建

议，并得出结论，“虽然没
有来源权威的证据来表明整
容手术会给患者带来显著的
伤害，本报告中众多的相关
机构已经表明这种担忧是有
根据的。”  

   卫生署的 2013 回顾建

议，“具有非手术整容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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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没有比买圆珠笔或牙
刷更多的保护和补救”。 

（31）布鲁斯·基奥，在该

报告前言的最后部分，敦促

“政府、监管机构，提供组
织和人才……以确保个人的
健康和安全优先于商业利
益”。 （32） 

职业价值观和行

为守则 

    大多数医疗保健专业人

士受行为守则的约束。这种

守则可以回溯到千年之前，

从汉穆拉比法典和希波克拉

底誓言到整容手术的关键文

件，其中包括独立健康咨询
服务、良好的整容手术医疗
实践（33）和整容实践的专
业标准。 （34）最后一份

文件发表于 2013 年，它总

结了对整容实践的三个专业

组的指导：包括护士，牙医

和外科医生： 

从业人员应遵守本文件

的病人护理，其中强调了术

前准备病人的重要性，确保

患者对过程中的风险有充分

的认识，要考虑到心理评估

的需要和该项手术的术前和

术后的要求。 

针对越来越多的 18 岁

以下的人群请求生殖器手

术，文件建议，对于出现在

正常范围内的高水平焦虑，

应该建议心理复诊。 

整容手术的道德

问题 

 

 

 

 

 
 

 

 

 

 

 

 

 

 

 

 

 

 

     

整容术的伦理领域很复

杂（见表 1）。对于众多的

请求，如何来确定是否符合

道德伦理？ 

有论文发表试图解决这

一问题，（36）（37），也

许最有帮助的出版物之一是

纳菲尔德委员会由唐娜·迪

肯森发表的对于生物伦理的

前瞻背景文件。 （38）她

强调指出，从某个角度，这

可以被看作是促进选择的自

由，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改

变自己的身体，而从另一个

角度看，这可被视为“对妇
女和女孩添加的新的压力
（这些人群构成了 90％的
患者），迫使她们面对日益
严格和不正常的对女性身体
应有的外观的预期 ”。 

（39） 

隐含在这个反对整容手

术里的有女性主义观点。还

有从 NSPCC 对用手机发送色

情照片或色情短信的定性研

究，迪肯森提供了一个女孩

对手机色情信息的流行的评

论：“你的身体应该像她，

以讨他的喜欢”。 （40）

她在道德领域的探讨包括认

同、选择和病人的自主权、

医生的职责和医药的目标。

她还引用了城市维辛，澄清

了要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整容

手术的关键问题：“我们不

应该问病人是否应该进行整

容手术，而是问医生是否应

该执行整容术。”（41） 

即便接受认同、选择与

患者的自主性是医疗实践的

关键要素，（42）（43）

（44）和医疗实践应该力求

减少伤害，这个伦理问题仍

然是：在什么基础可以决定

一个整容手术是否是符合伦

理的，并且应该提供或期待

一种治疗选择？我想建议下

列方法，权衡三个不同的部

分通常可以帮助引导患者和

临床医生，无论他们持的世

界观。  

第 1 部分：在正态分布

曲线的什么地方 “担忧”

表格 1： 

试想一下，一个 35 岁的女性

提出下列要求： 

•对于不存在的乳房进行隆胸 

•女性割礼（35） 

•阴唇减少 

•外阴复兴 

•切除一个良性的面部突出病

变 

试想一下，一个 35 岁的男性

提出以下要求： 

•毛发移植 

•去除乳腺组织 

•隆鼻 

•振兴眼睑手术 

 

想象一下，父母为他们的孩子

提出下列要求： 

•给一个 8 岁，有招风耳的儿

童进行外科手术 

•给一个 8 岁女孩穿耳洞 

•对女孩进行阴蒂切除术 

•给男孩进行包皮切除术 

•切除面部的突出病变 

•出于美观的考虑，进行正畸

治疗 

•16岁女孩希望对 36C 乳房进

行隆胸 

•16岁女孩希望对 36HH 乳房

进行缩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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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那些外貌离正常标准

更偏离的应该比那些更接近

正常标准的人群更合适。 

第 2 部分： 这种“担忧”

对健康和个人的影响是什

么：生理、社会、心理还是

精神？在接受详细评估之

后，那些受影响更严重的，

用其他方法例如心理干预，

无法改善个人状况的人，比

那些对健康的影响更小的

人，应该更需要进行外科手

术的干预。 

第 3 部分：手术的安全和有

效性？越安全和有效的手

术，越符合道德伦理。 

使用这种方法，倘若手

术的风险大或者有效性差，

人们不太可能认为正常范围

之外的人进行治疗或修复手

术符合道德。外科手术干预

将更有可能实施在拥有

40HH 乳房的人，那些经历

无法解决的社会、心理和身

体上的痛苦的人。对那些接

近他们那个年龄段的正常形

态的人， 如要振兴生殖器

手术的人就不太可能符合道

德。 

虽然这一框架将有助于

临床决策和告知病人在整形

美容方面的期望，它不涉及

前面提到的问题的关键 – 

对美丽的看法的扭曲，众多

整容手术不受管制的担忧，

金钱驱动和对弱势群体的压

榨。 

圣经对美的看法 

 

俗话说“美在旁观者的

眼睛里”。基督徒凝视主

（45）的美丽 - 很多人会

说，他们最强大的美的体验

是在神他自己和他的本性里

面。大多数人会认为，上帝

喜悦那些敬畏他， 并且把

希望放在他永不落空的爱里

面 ”。 （46） 

圣经有多处提到美。其

中有美女：阿比盖尔，

（47）拔示巴，（48）玛

（49）亚比煞，（50）以斯

帖。 （51）有美丽的地方

（52）（53）和行为。 

（54）神被认为已“按时创

造所有美丽的事物。” 

（55）圣经说，上帝创造亚

当和夏娃，并完成了他创作

的作品，并且这是“非常好

的”。 （56）圣经也告诉

“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

必拯救他的民，如牧人拯救

他的群羊。他们必像冠冕上

的宝石，在他的地上放光。

他们将会多么有吸引力和美

丽。” （57）圣经中的上

帝被看作是创造了一个美丽

的世界，并且创造了人类，

作为那美丽的世界的一部

分，有能力享受所看到，听

到和经历的美丽 - 例如在美

术、音乐、在其他人身上。

基督徒被鼓励去花时间欣

赏，好好利用神所赐给他们

的，无论是在照顾花园、家

园、或服装上。然而，箴言

书的作者提醒读者“艳丽是

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

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

赞”。 （58）先知以赛

亚，写在耶稣出生大约 700

年前，表明耶稣“没有佳形

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

他”。 （59） 

对于基督徒来说，美不

是肤浅的。它是关于整个

人：包括心灵、灵魂、精神

和力量。这些在基督徒的生

命和性格中见证，在保罗给

加拉太的信中描述为圣灵的

果子：“仁爱，喜乐，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实，温柔，节制。”（60） 

完美世界   

基督徒认为，上帝创造

的世界是完美的，没有没有

罪恶、疾病、和死亡，但通

过罪，完美的世界被玷污。

在罗马，使徒保罗解释说，

“罪的工价乃是死”。 

（61）他继续说：“惟有神

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里，乃是永生”。因此基

督徒相信，通过耶稣在十字

架上的死，罪的工价已经支

付。通过耶稣的复活，被玷

污和堕落的世界正在恢复，

并且新有新天新地的应许，

在那里没有死亡、哭泣、眼

泪或疼痛 – 在那里所有的事

物都是新的。（62） 

因此，尽管基督徒相信

上帝正在这个世界和基督徒

的生命中做工，不断改造和

恢复，使他们变得更加像耶

稣，疾病、衰老、死亡和腐

烂仍然是我们生活的部分。

因此基督徒追随耶稣的脚

步，努力带来医治和释放，

并促进整体健康（63） - 活

出丰盛的生命。（64） 

上帝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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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重点是，所有的

人类都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

的。这无关人们的长相，而

在于他们在神里的属性 – 

被创造和被爱，并且希望被

改造成基督的样式。 “知

道我们是谁和我们将要成为

什么样子，帮助我们抵抗文

化的压力，去找到在我们周

围能看见的最深刻的身份和

完美形象。”（65） 

基督徒，考虑到他们自

己进行整容手术的方式，可

能会发现自己同意理查

德·普帕尔的警告，“我们
应该辨别我们追求整形美容
手术的动机……我们应该小
心，是否我们手术的动机主

要是为了增加我们的自尊。

“（66）他们也可能会发现

反思进行整容手术的欲望的

动机非常有用。这是为促进

类似基督吗？这是为了促进

充分利用他们被赐予的天赋

吗？或者是为了寻求身份或

我们自己的形象的安全感？  

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就

要反对整容手术。的确，如

前所述的伦理框架里，基督

徒寻求促进治疗、健康和福

利，可能会很乐意接受大多

数的治疗和恢复措施。他们

可能会发现自己为那些急需

整容手术且被拒的人声张。

他们也可以为鼓励国家和国

际在这个领域制定标准而工

作，也期待看到类似的方法

如何应用到其他干预措施如

正畸上。 

对于大多数，是达不到

这个世界对于美丽的标准

的。即使是最高薪的模特，

也有其被隐藏的“缺陷”。

然而，彼得前书 3：3 告诉

我们，在神的眼中，“你的

美丽不应该来自外在的装

饰，如精致的发型、黄金首

饰或穿着的漂亮衣服。相

反，它应该是你内心的自

我，那颗温柔安静的心有不

褪色的美，这在神的眼中是

有伟大的价值。”“人是看

外貌，但神看的内心。”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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