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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汁就能治疗癌症土豆汁就能治疗癌症？”？”喝了三天喝了三天““抗癌药抗癌药””
后后，，8484岁的张婆婆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岁的张婆婆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一个月前一个月前，，张张
婆婆在位于青龙街的铂金城写字楼参加了一场防婆婆在位于青龙街的铂金城写字楼参加了一场防
癌讲座癌讲座，，随后被工作人员带到位于新都的一家医院随后被工作人员带到位于新都的一家医院
抽血查癌抽血查癌，，又花又花56005600元购买了一盒元购买了一盒““抗癌药抗癌药””————3030
支装的马铃薯汁支装的马铃薯汁。。

““上次的眼药人家都上了报纸的上次的眼药人家都上了报纸的，，这个产品连这个产品连
个依据都没有个依据都没有！”！”张婆婆边说边拿出一张刊登着张婆婆边说边拿出一张刊登着《《3939
名宇航员患眼部怪病之谜名宇航员患眼部怪病之谜》、《》、《眼病预防新突破眼病预防新突破》》等等

““头条头条””报道的报道的““报纸报纸””给记者看给记者看。。有着丰富有着丰富““保健品保健品
经验经验””的她的她，，这些年来在家人反对声中为各类保健这些年来在家人反对声中为各类保健
品花去二三十万元品花去二三十万元，，至今还保持着每天至今还保持着每天““十几种十几种””的的
服用量服用量。。家中产品从外用到口服家中产品从外用到口服，，从国内到国外从国内到国外，，甚甚
至远及至远及““太空太空”，”，堆了一屋堆了一屋，，有些还未开封有些还未开封。。

而经记者调查发现而经记者调查发现，，当初的抽血查癌实际只是当初的抽血查癌实际只是
一次普通血常规检查一次普通血常规检查，“，“抗癌药抗癌药””也不过是既无药品也不过是既无药品
批号也无保健品批号的饮料批号也无保健品批号的饮料。。

少年溺亡5名同伴成被告
法院：已尽救助义务不担责

当小明（化名）落水，几名同伴
赶紧向附近 3 名成年人求救，但水
流太急施救失败，小明溺水身亡。事
后，小明父母将 5 名同伴及其监护
人告上法院要求作出相应的赔偿。
11月28日，记者从南充嘉陵法院获
悉，该院日前已就本案作出一审判
决，驳回了小明父母的诉讼请求。

小赵、小胡、小林和小明等6人
都是南充某中专学校的学生，今年
5月6日下午，他们到南充市嘉陵区
嘉陵江边的一处开阔地带烧烤。

小胡回忆，当时小明提出要去
嘉陵江游泳，“我们都劝他不要下
水，但他说自己会游泳”。后来小赵
看到小明独自沿着桥墩下的浅水滩
往前走了几米后，状况就不太对劲，

“只有头露出水面，双手一直在摆
动”，于是发出呼救。然而孩子们都
不会游泳，便立即向附近的3名成年
男子求救。3名成年男子赶紧跳下江
施救，但因江水太深，水流太急，救
援未能成功。随后小胡报警，警方和
消防员赶到现场将小明救起，但经
医护人员确定，小明已溺水死亡。

事后，小明的父母将 5 名同伴
及他们的监护人告上法庭，要求后
者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
34.9万元。

小明的父母认为，近在咫尺的
5 名同伴没有及时救助，最终导致
儿子溺水身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本案经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由于此次烧烤活动参与
者均为年龄相仿的同学，每一位成
员均可以自由表达主观意愿，决定
自己的行为，小明在烧烤过程中自
己选择去玩水，系自愿行为，且小明
溺亡系意外，同行人不能事先预知。

此外，本次烧烤活动是同学之间
相互邀约，并没有推荐谁为组织者、
领导者，大家均是自愿参与，地位平
等，相互之间没有安全保障义务。而
且，烧烤活动场地选在位于水边的开
阔地，该场所没有禁止人员进入的情
形，故活动地点选择并无不当。

5 名同伴在发现小明溺水后，
在均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选择向身
边的成年人求助和报警，已尽到救
助义务。因此，5人对于小明的溺水
死亡事件并无过错。

11月28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南充嘉陵法院获悉，该院
日前已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
了小明父母的诉讼请求。

赵福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王超

按照张婆婆的说法，购“药”时将钱交给一名
李姓工作人员。26日，记者通过电话与该工作人
员取得联系。该工作人员称，公司在放假无人上
班。同时“查询”表示，张婆婆此前确实花5600元
购买了“马铃薯汁”，还有两盒会由工作人员送
去。但张婆婆称没人与她联系。

抽血检查癌细胞？
医生：只是血常规检查

张婆婆是否检测出有癌呢？该工作人员称：
“每个人都有癌细胞，只是她的指标偏高，不是癌
症。”该工作人员还称，是在“老干部疗养中心”抽
的血，再将血空运到江苏查验，之后再将报告以
传真方式传回，根据报告结果，几十个人中“正常
的多”。

对于这款马铃薯汁“抗癌药”的效果，养老中
心这名李姓工作人员直言“有效果”，并表示抽血

检查数据非常准确。随后，记者前往其所称的“老
干部疗养中心”（即：成都第八人民医院所在地）。
据院医学检验科医务人员介绍，所谓的抽血查癌
细胞指查验血液中的“肿瘤标志物”，且有很多
项，针对不同的肿标，数值范围也不一样，“正常
人查出来也会有值，因为它不可能为0”。不过，
当时张泽芳等人只是一般的血常规检查。“有一
群做保健品的，好像是10月29日来过两次，但只
做了血常规。血常规是查不出这些的。血常规只
能反映体内血细胞的情况，例如贫血、红细胞增
多、白细胞增多等。”医务人员说。

土豆汁是抗癌药？
只是普通饮料

记者发现这款蒙健力源马铃薯汁的包装上
既无药品批号也无保健品批号，仅有其“富含营养
物质说明”，以及瓶身的生产许可证编码。通过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也未查询到任何信
息能指出其是“药品”还是“保健食品”。而通过对
其生产许可证编码的查询发现，该“抗癌药”食品
类别为“饮料”。许可明细提到，类别名称为“果蔬
汁类及其饮料”。

28 日下午，记者通过官网电话与该马铃薯
汁厂商内蒙古薯元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取得联
系，工作人员表示公司一开始就是做癌症病人术
后恢复这块的，现在推广到亚健康人群。该产品
是一种“功能性食品”，不属于药品，老年人喝这
个相当于日常保健。

四川省肿瘤医院药剂科主任蒋刚在查看该
款马铃薯汁后则表示，该产品作为饮料来讲没
有任何问题，但作为所谓的“抗癌药”则虚假夸
大了其功效，“它连保健品都算不上，与防癌抗
癌更是沾不上边。”另外，对于其宣称的富含多
种营养物质，在很多果蔬物质中其实都有存在。

阆中的哥救起轻生女孩
获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还好有你，善良的哥！”一次留
心，一份不放心，最终救了一个花季
女孩的生命……11月27日，阆中市
鸿运出租车公司的哥姚长海救白衣
女孩的事迹经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报道后，引发无数网友点赞。

11月28日，在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评选活动中，姚长海获得了特
别奖，将获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奖励的
10000元正能量奖金。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团
联合成都商报等全国媒体共同打造
的大型网络公益项目，以“传播正能
量、弘扬真善美”为宗旨。据悉，这已
是11月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联
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颁发的第3
笔奖励。

在给姚长海的颁奖理由中，天
天正能量评委这样写道：

“其实，又何止这名 17 岁的白
衣女孩呢？人生多艰，我们每个人都
难免会有绝望的时刻，感觉被全世
界抛弃，感觉人间不值得……而那
些支撑我们走出来的力量，除了内
心的坚强和对死亡的恐惧外，一定
是那些温暖的细节，那些可爱的人。

这一次，谢谢你，姚师傅，在女孩
这段最艰难的时刻，所幸遇上了细
心善良的你，耐心劝解，果断掉头，
奋勇相救……你挽救了女孩的生
命，也挽救了一个家庭的完整。这座
城市的冬天，也因你的善举，披上了
一层暖暖的外衣。”

28日下午，姚长海所属的鸿运
出租车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接
下来也将给予姚师傅一定的现金奖
励，还会在公司进行通报表扬，并拟
将其评选为公司的年度先进驾驶员。

得知获奖消息后，姚长海说：
“其实这没啥，其他人遇到这种情
况，也会这么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5600元买盒“土豆汁”
花数十万元买保健品
每天服“药”10多种

大约半年前，这家养老服务中
心的“定期发放福利”活动吸引了张
婆婆。

你可能觉得她是可笑的
恐惧不仅产生于勇气的缺乏，

有时也产生于判断力的缺乏。
——蒙田（法国作家）

按照宣传单上所述，老人们可免
费领取“电子血压计”和“负离子纳米
自动聚焦眼镜”。接着，在一场眼科疾
病讲座后，张婆婆花费9000余元买了
一套外贴内服的白内障治疗药物。

“宇航员都吃这个药！”张婆婆拿
着一袋3克装、印有“缓解眼疲劳颗
粒”小字的冲剂说。又转身从一个文
件袋中抽出一张刊登着《39名宇航员
患眼部怪病之谜》《眼病预防新突破》
等“头条”报道的“报纸”作为印证，“人
家是有依据的”。这张既无刊号也无
出版单位和报道作者的“报纸”下方
刊登着她所购“眼药”的广告。

正是有了这次听课购“药”的亲
身感受，张婆婆接到服务中心的“福
利电话”后，于10月29日上午赶来了

“防癌讲座”。

你可能觉得这事很可怕
人要是惧怕痛苦，惧怕种种疾病，

惧怕不测的事件，惧怕生命的危险与
死亡，他就会什么也不能忍受。

——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
事实上，张婆婆曾多次下定决

心“不买了！骗子太多。”但屋内的保
健品数量和种类却一再上升，甚至到
了“必须要清理清理”的阶段。说着，
还准备将两款万余元的能量仪送给
记者。“还可以遥控。”她说。

84岁的张婆婆曾在一家政府单
位工作，退休后渐渐关注保健品。这
些年来，她往返于各个保健课堂，在
家人反对声中为各类保健品花去二
三十万元，至今还保持着每天“十几
种”的服用量。进门的茶几上、客厅的
餐桌上，摆满了贴着服用方法的瓶瓶
罐罐，墙角也堆满了各类保健品空瓶
和纸盒。还不算完。她带记者来到她
的卧室，“柜子里面、顶上，床下都堆
满了，全是。”

“这是洋奶粉，这是澳大利亚
的，这是意大利的，这个是宇航员带
到太空又拿回来的，比如南瓜子，到
一次太空就可以长很大，这个是蜂
胶、胶王，这个是按摩脚的，可以遥控
……”张婆婆家中产品从外用到口
服，从国内到国外，甚至远及“太空”，
堆了一屋，有些还未开封。

但事实上她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人可以摧毁自己心中的一

切：爱、恨、信仰，甚至怀疑。但只要他仍
在生活，他就无法摧毁恐惧。

——约·康拉德（英国作家）
对保健品，她“经验”丰富。“有的

好有的就不行。”她说起一次听课购
药经历，“通肠胃去火的药，2万多，
吃了几天嘴巴都烂了，这咋去火？”最
后经过举报才退回了1.5万元。

“一开始就是给你发传单，给你送
东西，天天给你打电话，还说你咋好久
没来了，去了就听课买药，骗你钱，下
次绝对不买了！”张婆婆说，但“其实就
是怕生病”，买了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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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上午，84岁的张婆婆又一次来到位于青龙街铂金城写字楼
1007号的“成都聚福寿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几十名老人一起听一场“癌
症预防”专家讲座。

“有多少交多少”
工作人员陪她去取款

当日下午，张婆婆又坐上服务中心找来的一辆旅游大巴到新都区的
一家“干部疗养医院”（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抽血查癌。次日上午，检查结
果出来了。张婆婆说，工作人员称经过查验仅有3人指标没问题，其他人
都有癌细胞。随后老人又被单独叫进一间办公室。“说我的胃肠、淋巴里有
很多癌细胞。”张婆婆说，但对方没有给她检查报告。

“我每天早上都要上厕所，肠胃通畅，在华西医院检查也没啥问题，大
家看我都不像八十几岁的人，咋有癌细胞呢？”张婆婆说，但工作人员解释
称，人人都有癌细胞，只是数量不同。“我又问，淋巴在哪里呢？他说全身都
有。”张婆婆的信心有些动摇了。

工作人员为张婆婆介绍了一款“抗癌药”——蒙健力源马铃薯汁。“说
药很好，吃了有效，但三个月要15600元。我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就让我有
多少交多少，一个工作人员还陪我去银行取钱，最后交了5600元，拿了一
小盒药，说只能吃15天。”张婆婆说。

25日，在张婆婆家，记者见到了这款“抗癌药”。蓝色铁皮包装盒，内装
30支小瓶口服液。一张手写“服用方法”写着“每天早晚各1支，2支/天，餐
前10-15分钟服用，少吃腌制食品”。包装盒正面印有文字介绍称，该产品

“以马铃薯为原料，经一系列物理过程获得具有生物活性的氨基酸营养
液，富含人体所需的……十七种氨基酸以及十六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
量元素和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张婆婆服用了3天。11月2日，成都商报关于《三部门突袭保健品会
销 帮180余老人保住76万元》的报道为张婆婆提了醒。“土豆汁就能治疗
癌症？上次的眼药都上报纸了，这个产品连个依据都没有！”张婆婆说。

养老服务中心近一月没开门
“负责人”电话已暂停服务

记者在网络上检索“成都聚福寿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但没有查到，也
无相关的工商注册信息。连续几日探访其办公地，也一直处于关门状态，
门口张贴着“公司放假两天”的字条，拨打其联系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

记者从写字楼物业了解到，半年前，该养老中心开始在此租用办公场
地，登记的负责人为李松，除在10楼租下两间约120平方米的办公地外，
11楼还有一间“库房”，物业费交至10月。另据写字楼一名保洁
人员以及养老中心对面商家说，11月初就未再见其
开门。记者拨打李松在物业登记的电话也
处于暂停服务状态。另一预留电
话接听者为一名女性，接听后称
是“后勤人员”，将安排工作人员
回复。但并无任何人回电。

检查后称她“浑身癌细胞”
让她花5600元买盒“土豆汁”防癌讲座

医生：正常人查“肿瘤标志物”也不可能为0记者调查

人物特写
保健品堆满屋
每天服“药”
10几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廖晓琴 摄影报道

只是怕生病30支装
马铃薯汁

屋子里堆满保健品

老人每日服用的保健品

的哥姚长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