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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是柠檬、柚子、柑橘等水果成熟的
季节。10 月 17 日，记者在内遂高速公路长河
出口路段看到，不少村民将成熟的柚子、柠檬
等摆在内遂高速公路边上销售，不时有过往车
辆停车购买，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希望
相关部门加强监管，确保高速公路行车安全。

本报记者 黄志禄 摄

□ 乐章

违反交通法规，本该坦然接受处
罚，下不再犯就好，可新闻中这位刘女
士显然并没意识到问题所在。

面对交警执法，她即不承认错误，还
有说不完的理由：“我一直这么走，经常逆
行”“把我娃娃吓哭了，要道歉”……甚至
不是想解决问题，而是更想把问题“闹
大”，不停打电话叫亲戚朋友来“扎场”。
让一旁的交警和围观群众哭笑不得。

如此“法盲”，就像一幕闹剧。但
法律是严肃的，违法行为总会受到相
应的处罚。

在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的今天，仍
有部分人遇事不是首先想到尊法、守
法，而是还想按所谓的“江湖规矩”来
摆平，肯定是行不通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
不知法、不懂法，也从不是违法的理
由。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的基本准
则，主动尊法、学法、守法，应成为公民
的“必修课”。这起交通违法案例，也
是一堂鲜活的法律课。

明大家谈
文文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10月18日，
我市开展了第 39次主城区道路交通综
合整治行动。此次主要整治各种不按规
定通行的交通违法行为，对标识标线缺
失、不清晰、不规范的路段进行记录，同
时对依然在上路行驶的四轮电动车继续
进行规劝。

上午 9 点左右，在仁德西路与松
涛路交界位置，交警拦下了一位骑着
电动车逆行的女司机刘女士，其电动
车的座椅前方还站着一位小朋友。

交警请刘女士下车接受处罚和道
路交通安全知识学习教育。但刘女士
突然急躁起来，一边对交警喊“我经常
都是这么走的”，一边指责交警“把娃
娃都吓哭了”。“倔强”的刘女士拒绝接
受处罚，并不停地打电话，叫来亲戚朋
友“助阵”，要求交警给她道歉。

见刘女士如此，交警仍耐心地劝
说她，但她并不“领情”，还抱着孩子往
马路中间站，把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

汗。面对这样的情况，交警立刻通知
了滨河路派出所的民警前来协助处
理。随后民警将其带走，对情况作进
一步了解。

交警告诉记者，《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对逆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辆，
交通管理部门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八十九条“行人、乘车人、非机
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
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非机动
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
扣留其非机动车”给予处罚。逆向行
驶的非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要承担
全部责任。

六、和谐社区“三做到”
16.遛狗牵绳粪便收走
遛狗不牵绳，容易给别人特别是

老人和小孩造成惊吓，甚至可能发生
宠物袭人事件，引发事故，伤人伤己，
得不偿失。狗狗随地“方便”，不及时
清理，容易滋生细菌，污染环境，影响
人的健康。文明养狗，说小了关系着
邻里和睦，说大了关系着城市文明。
养狗者在享受乐趣的同时，也应承担
相应的义务。外出遛狗时要由成年人
牵紧“束犬链”，并尽量避开人流集中
的地方；随身带好“文明袋”，及时清理
宠物粪便，维护好环境。

17.公共空间不得占有
公共空间属于每位市民共有，挤

占公共空间就是侵占了别人的空间权
利。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摆乱卖不
仅破坏城市环境、影响市容市貌，还会

引发邻里纠纷，更可能因挤占消防通
道和救护通道，造成生命和财产损
失。请不占道经营、摆摊设点、乱搭乱
建；不在小区院坝、楼道乱堆杂物、乱
停车辆，堵塞消防通道；不占用小区公
共场所种菜、养禽；不在公共场所和小
区公共空间乱拉乱晒，影响生活环境。

18.邻里互助有事搭手
他人有难帮一帮，志愿服务做一

做。良好的邻里关系是和谐社区的一
剂良药，更彰显了一个城市文明的进
步。遇陌生人询问，请热情回答指引；
在公交车上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
婴儿者让座；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资阳文明行为十八条”，做起来
都不难。让我们从点滴做起，从自身
做起，从现在做起，讲文明话、做文明
事，做新时代文明有礼资阳人，共同创
建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的文
明城市！

女司机逆行被拦
还要交警道歉？

《资阳文明行为十八条》解读（完）

创建文明城市

一堂鲜活的法律课

□ 本报记者 刘梦娜

“记者同志，我真的莫法
了，为了治女儿的病
（我）已经欠了很多账

了，后续治疗还要很大一笔钱，希
望你们能帮帮我，救救我的女
儿。”近日，记者接到一通特殊的
求助电话。求助者为雁江区南津
镇水竹林村5组村民王林，他的
女儿王榆雅去年得了白血病，因
无钱进行骨髓移植，在短短一年
内已复发4次。王林希望通过本
报向社会呼吁爱心人士能伸出援
手，让女儿多一分生的希望。

一场“感冒”
让一个家庭陷入绝望

10月17日，记者在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血液内科病房内看到了求助者王林，
以及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输液的王榆雅。

王林今年 46 岁，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农民，妻子在女儿 1 岁时意外去世，
留下父女俩相依为命。王林常年在外
打工，虽然辛苦，但让他颇感欣慰的是，
女儿王榆雅懂事孝顺。

去年 6 月，19 岁的王榆雅因“感冒
发烧”到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看病，意
外查出“患有血液方面的病”。在医生
的建议下，王林带着女儿前往华西医院
复查，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
细胞型）。

“我没得文化，不知道这是个什么
病，也无法理解为啥我女儿会得这个
病，她还那么年轻啊！”王林说，拿到第
一份检查报告时，他还幻想着也许是医
生弄错了，但当在华西医院确诊后，他
顿时觉得天都塌了。

据王林回忆，当时女儿病情高危，
须立即手术，一度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我那个时候是懵的，就连谁签的字我
也记不得了。”

巨额费用
将一位父亲打入深渊

让王林无奈的是，他多年打工攒下
的几万元早在女儿化疗的第二个疗程
就用完了，还向亲朋好友借了 20 多万
元，但这还远远不够。因此，他甚至不
能陪在女儿身边，只能继续外出打工。

王林外出打工时，因担心女儿曾两
次发生意外：一次是精神恍惚从工地的
土坡滚下，摔伤左手手肘；还有一次则
是边骑摩托车边忧虑怎么筹医药费而
险些发生车祸。

“不怕你笑，我连个房子都没得，连
卖房救女都做不到。后来我就想，我要
是有个三长两短，女儿的病怎么办啊？”
从那以后，王林不敢再高空作业，也更
加惜命了。

一开始，王榆雅身体状态还没有
那么糟糕，适合进行骨髓移植，但高昂
的费用让他们错失良机。今年 3 月、5
月、6月，王榆雅病情多次复发，为了得
到更好的治疗，她加入临床试验，初期
效果很好，但 9 月再次复发，只能继续
进 行 常 规 化 疗 ，一 个 疗 程 约 3-5 万
元。若要尽可能治好，王榆雅必须接

受骨髓移植，手术费用大约需要 50 万
元，还有一系列后续治疗。即便医保能
报销约一半，但这对王林一家来说仍是
天文数字。

王榆雅身体现在已十分虚弱，王林
只能在她住院时守在身边，在其化疗期
间，再到周边地区打工。

爱女心切
恳求爱心人士伸援手

“所有人都说这是‘烧钱的病’，但
哪怕再困难，我也要尽全力救她！”王林
告诉记者，在进行临床试验时，女儿需
要连续多日 24 小时不间断输液，这让
他养成了站着睡的习惯，“这样睡得没
那么死，她轻咳一声，我就会惊醒。”

看着父亲如此辛苦，王榆雅心中既
感动又内疚。她说，父亲为了照顾她黑
眼圈都出来了，奶奶身体也不好，为了
省钱得了急性阑尾炎也强忍着，最后实
在受不了了才去医院，但拖太久导致脓
肿，已无法进行手术。为了照顾自己，

父亲也分不开身回去看望奶奶。
幸运的是，村里在知道王林家的情

况后，为父女俩申请了低保，每个月有
440 元；雁江区民政局为王榆雅办理了
5000 元大病补助；病友家属们见王林
一个人照顾孩子十分辛苦，有空时也
会搭把手；王榆雅的同学和爱心筹的
志愿者为她发起募捐，共筹得 2 万余
元；为了给女儿做饭，王林在医院附近
租了间房，房东陈女士得知他的情况
后，承诺不论王榆雅治多长时间，将一
直免收租金及水电气费；10 月 19 日，
本报资阳网以《“求求各位好心人，救
救我的女儿吧！”》为题报道了王榆雅
的事后，立即就有两位爱心人士联系
上王林，分别捐出 2000 元和 500 元的
善款……

虽然这些在女儿治疗所需的庞大
费用前显得杯水车薪，但王林一家仍十
分感激。“医生说后续治疗还需要很多
钱，我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恳请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能伸出援助之手，救救我
的女儿！”王林说。

妙龄女身患白血病4度复发，巨额治疗费压垮贫困单亲老爸：

“求求各位好心人，救救我的女儿吧！”

王林照顾女儿。

什么是保健品？

我们常说的保健品，其规范的说
法应该是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
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
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
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
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
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

保健食品是药品吗？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它与药品有
十分严格的区别。药品是指用于预
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
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
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的物质。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
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
的的食品。保健食品虽有调节人体某
种机能的作用，但它不是人类赖以治
疗疾病的物质。从科学角度讲，注意
营养均衡的饮食、有规律的生活习惯、
适时适量的运动、保持开朗的性格，才
是健康的根本保证。

怎么区别食品、保健食品和药品？

最简单的办法是，药品的批准文
号开头为“国药准字”，保健食品的批
准文号开头为“国食健注”“国食健
字”或“卫食健字”。当消费者决定购
买保健食品时一定要先看准“批准文
号”，千万不要购买没有批准文号的
产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 2013 年

“违法保健食品广告行政告诫会”上发
布数据显示，保健食品广告 90%以上
属于虚假违法广告。其中，保健食品
广告宣称具有治疗作用的严重违法广
告占虚假违法广告的 39%。

共性：保健食品和普通食品都能
提供人体生存必需的基本营养物质，
都具有特定的色、香、味、形。

区别：
(1)保健食品：允许声称保健功

能；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规定的每日
服用量。

(2)普通食品：不允许声称保健功
能；普通人群食用；无规定的使用量。

保健食品与食品的关系？

保健食品是食品的一个特殊种
类，由于具备保健功能，所以有其特定
适宜人群和不适宜人群，并且具有规
定的食用量，而普通食品一般没有明
确的服用量限制。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保健食品有调节机体本能、

提高人体抵抗力、改善亚健康状态等
作用。

(2）药品主要用来预防、治疗、诊
断疾病，有确定的适应症和用法用量。

(3）保健食品和药品截然不同，特
别是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

保健食品有别于“保健品”:
保健食品有别于“保健品”。社会

上通行的保健品一词，概念很笼统，范
围很广，其实与健康相关的产品都可
以归属于保健品，保健食品应该只是
其中的一小部分。

保健食品有哪些功能？

目前我国允许注册申请的特定保
健食品功能有增强免疫力、辅助降血
脂、辅助降血糖等 27 项（如下），不包
括补肾壮阳、活血通络、益气固本、滋
阴壮阳等相关功能。

1.增强免疫力 2.辅助降血脂
3.辅助降血糖 4.抗氧化
5.辅助改善记忆 6.缓解视疲劳
7.促进排铅 8.清咽
9.辅助降血压 10.改善睡眠
11.促进泌乳 12.缓解体力疲劳
13.提高缺氧耐受力
14.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功能
15.减肥 16.改善生长发育
17.增加骨密度
18.改善营养性贫血
19.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
20.祛痤疮 21.祛黄褐斑
22.改善皮肤水分 23.改善皮肤油分
24.调节肠道菌群 5.促进消化
26.通便 27.对胃黏膜损伤有辅

助保护功能

保健食品八大营销骗局大揭秘！

●骗局1“专家”义诊免费讲座
不法商贩在住宅小区、早市或公

园推销药品、保健品或医疗器械，通过
免费体检途径，无中生有或有意夸大
老年人身体的健康隐患，从而达到推
销药品的目的。

●骗局2“大肆宣传疗效”
正规保健品都有国家批准的功

效，任何保健品最多只能起到保健或
治疗时的辅助作用，并不能起到治疗

作用。而不法商贩大肆宣传疗效。
●骗局3“产品包治百病”
宣传产品神乎其神，对大部分的

内科疾病都有效，甚至“包治百病”。
●骗局4“慢性病也能治愈”
说乙肝、糖尿病、高血压、癌症等

世界医学难题居然能通过服用保健品
治愈，违背医学，满足患者急于想治
愈、不想长期服药的心理。

●骗局5“免费旅游”、“赠送体检”
以免费专车、旅游、赠送体检等

“策略”推销保健品，诱导老年人消费。
骗局6“陪聊”搞感情促销
有些独居的老人，很希望与人交

流，骗子们就抓住这一点搞感情促
销。先是对老人家热情招呼，然后天
天上门陪老人说话，还帮忙做家务，取
得老人的信任后就开始推销价格不菲
的产品。

●骗局7 步步设套，最后“走人”
第一天办免费讲座，并赠送洗衣

粉等物；第二天推销某低价物品，称
回家试用，可退货退钱；第三天如期
退货退钱，并推销另一高价物品，一
般几百、几千元，仍承诺退款；第四天

“走人”。
●骗局8“买保健品能发财”
日前大连一家厂商称“健康投资”

回报丰厚，只要购买一家企业生产的
保健品，不仅可以获得包括境外旅游
在内的种种丰厚赠品，更诱人的是可
以获得大量该集团公司的原始股。证
监部门表示，类似行为涉嫌变相、非法
发行原始股，但“买产品赠送原始股”
的方式实际是在打擦边球，这给监督
部门查处带来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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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您会选吗？（一）

项目

安全性

注意事项

标志与产品
批文字号

普通食品

对人体不构成任
何危害

可以长期食用

产品不需要标志
与批准文号

保健食品

对人体不产生急性、亚
急性或慢性危害

可以长期食用

有“蓝帽子”标志及经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的
文号

药品

允许有一定的副作
用

不能长期服用

有 红 色 和 或 绿 色
“OTC”标志及国家
药监部门批准文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