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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社团”不能曝光就完事
“中国尿疗协会
中国尿疗协会”
”
登上民政部黑名单的背后

今年 3 月以来，民政部分八批次公布“离岸社团”
“山寨社团”名单，截至
目前，已有 748 家“离岸社团”
“山寨社团”上榜，仅少数几家被注销，引起社会
关注。在人们对民政部的曝光拍手叫好的同时，也引发了另一种担忧：仅曝
光就完事了吗？
有网友建议，除了曝光，司法机关也应该积极介入，依法取缔这些“山寨
社团”
。民政部的曝光意在提醒公众多加防范，
避免上当受骗。
在业内看来，民政部的曝光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离岸社团”
“山寨社团”
的扩张，而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一直存在矛盾，一方面要鼓励社会组织的发
展，一方面又要约束他们的无序发展。而目前，在这方面并没有专门的法律
规范，形成注册地管不了、活动地管不住的局面，导致乱象频发。
民政部日前也表示，2016 年 4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境
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将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今后境外非政
府组织在境内开展活动必须遵守这部法律的规定，否则公安部门将依法追
究其法律责任。有业内人士建议，民政部门可以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对行
骗的社会组织进行集中整治，
停止一切非法活动等。
在法律实施之前，政府、媒体等应该加大宣传力度，让公众认清“离岸社
团”
“山寨社团”的本质，
谨慎入会避免受骗上当。
（中华工商时报）

讲故事、送漫画书
武侯区让“两学一做”
生动起来

喝尿23年

记者
调查

成都八旬老人
自称治好肺气肿

尿疗者
已成隐秘群体

医院诊断却显示，老人肺气肿并未被根治 民政部提醒民众勿上当受骗

近日，根据举报线索和核查
饮用排泄的尿液。
“女儿看到后打来电话说，
‘ 你居
情况，民政部公布了第八批 84 家
为了证明所言非虚，聊到中
然上电视宣传喝尿，我们还有什
“离岸社团”
“ 山寨社团”名单。成
途时，他找来一个结满尿垢的塑
么脸见人’。”刘兆祥说，很长一段
都商报记者发现，一个主要倡导
料杯子，在卧室里接完尿后，当面
时间女儿都不理他，声称要脱离
会员喝尿、名为“中国尿疗协会” 一饮而尽。
“我一天大概会喝五六
父女关系。
的组织，此次也榜上有名。该组织
次尿，加起来有 500~1000 毫升左
曾因自己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而
右。”他咂了咂嘴，面露苦色地说， 一个幻想
在两年前被媒体广泛报道，从而 “早上水喝少了，
（尿）有点苦。”
医疗检查：肺气肿没根治
引起过极大的争议。
怎么会想到喝尿？刘兆祥说，
“我从 58 岁喝尿，喝了 23 年， 1993 年 3 月 8 日，他参加了一场尿
在刘兆祥的卧室里，堆放着
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肺气肿、老花
疗的宣传大会，花 7.8 元钱买回来
各种宣传资料，还有自制的各种
眼，都给治好了。”24 日，成都商报
一本书，
看了三遍后，
开始喝尿了。 健身器械。除了喝尿外，他说自己
记者找到该组织领导层中唯一一
他声称，以前打麻将得戴老花镜， 基本不吃肉，而且一天要走两三
位成都人、首席常务理事刘兆祥
喝了三个月后，
不用戴也可以把牌
个小时。但他并不认为是健康饮
（化名），81 岁的他对喝尿非常痴
看得清清楚楚，
“我现在视力 1.5。
”
食和足量的锻炼，对身体起着“关
迷。他也坦言，因喝尿与女儿剑拔
键”的影响，而是坚持认为“我是
弩张，一度闹到过父女决裂。
喝尿，
才把身体搞好了”
。
一份现实
记者探访的当天，
他在小区内
宣传尿疗 差点跟女儿决裂
拉着几个老年人聊尿疗，
听说有人
一种偏执
协会成立后，
当时他还和成
有肺气肿，
他拍了拍胸口，
说自己
白天所排尿液 全部饮用
都几个尿疗爱好者在陕西街一个
的肺气肿就是喝尿治好的。
“1990
“中国尿疗协会”内，
“成都刘
中药铺内搭了个实体尿疗店，但
年我就得了轻度肺气肿，1993 年
兆祥”在 25 名常务理事中排名第
只开了一年。他称曾去省卫生厅
11 月我去体检，
结果发现肺部非常
一。近日，成都商报记者寻访到刘
推广自己的疗法时，还被扭送去
好，
根治了，
至今没犯过。
”
兆祥的家里，老人住在城东一个
了青羊区派出所。
成都商报记者临走时，老人
普通高层小区内。
“我还是在喝尿
他说自己现在不愿推广的另
想送一些尿疗资料。厚厚一沓材
啊，已经喝了 23 年了。”当着外人， 一个原因是“家人反对”。刘兆祥
料中，恰好夹着他的一份《出院病
老人毫不避讳自己独特的“疗养
有两儿一女，而女儿女婿正好在
情证明书》，由成都华川医院 2014
方法”：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后， 一个三甲医院做骨科医生，听说
年 12 月 17 日出具。在出院诊断栏
他会先喝一大瓷缸浸泡了一夜、 他在做尿疗，曾经大发雷霆、坚决
中，第一条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急
差不多有一斤的罗汉果水，多的
反对，
“我在她面前，说都不能说， 性发作、肺气肿、肺心病”。
时候甚至要连喝两瓷缸。直到下
提也不能提，她说我这是假的。”
这意味着，
他所谓的肺气肿病
午 5 点，他不会再喝水，而是全部
有一次他因为做尿疗上了电视， 已被根治，
可能只是存于幻想之中。

全国名老中医：我不提倡尿疗

专家
访谈

尿疗虽有古籍记载，但古籍有精华也有糟粕
现实操作中，有没有医生开
过尿疗的方子？
尿疗有无效果？
成
都商报记者向多位专家求证，
他们
行医多年，都不推荐也不提倡尿
疗。
有泌尿专家分析，
尿疗本身没
效果，
可能是心理暗示在起作用。
全国名老中医、成都市第一

人民医院中医科王晓东主任医师
说：
“我并不提倡尿疗。因为大小
便都是人体废物经过循环后排
出，
包括一些有毒有害物质，
对人
体不会有多大好处。
尿疗在古籍中
确实有过一些说法，
现在用尿来治
疗的依据，
也只是在古籍上才有，

在刘兆祥老人的卧室里，
堆放着各种宣传资料。背
后的简易书架上写着：
“寻健康长寿之路”
。

但这些古籍有精华，
也有糟粕。
”
华西医院泌尿外科教授韩
平认为，尿液里面确实有有益的
成分，比如尿激酶，但要好几吨
才能提取一点点出来。如果是把
尿液当灵药天天喝，只能说逸闻
趣事，
没有科学的解释。

这样查询
帮你躲开
“山寨社团”
截 至 目 前 ，民 政
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主
管的中国社会组织网
已曝光748家“离岸社
团”、
“ 山寨社团”。社
会公众可通过中国社
会组织网曝光台检索
名单，或通过中国社
会组织网查询在民政
部依法登记的全国性
社会组织，以免受骗
上当。
民 政 部 介 绍 ，被
列入名单的社团多数
都 冠 以“ 中 国 ”、
“中
华”、
“全国”等国字头
字样，主要目的就是
在境内敛财，敛财手
段包括发展会员、成
立分会收取会费，发
牌照、搞评选颁奖活
动收钱，搞行业培训
收费，有些甚至向企
业敲诈勒索。

虽登民政部黑名单
协会负责人仍称“不会解散”
从 2014 年被媒体广泛报道，到今年被民
政部列入黑名单，
“中国尿疗协会”仍旧顽强地
存在于现实中。包括成都本地在内的全国各地
尿疗爱好者，喜欢通过 QQ 群在网上聚集、交
流，
早已形成一个隐秘的圈子。
民政部介绍，
被列入名单的社团多数都冠以
“中国”
“
、中华”、
“全国”等字样，主要目的就是
在境内敛财，
敛财手段包括发展会员、
成立分会
收取会费、发牌照、搞评选颁奖活动收钱、搞行
业培训收费，
有些甚至向企业敲诈勒索。

“中国尿疗协会”有自己的官方博客，其介
绍，协会于 2008 年 10 月 30 日由保亚夫等人在
香港正式成立。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
除博客
之外，该协会迄今已建立至少 5 个以上的 QQ
群。
包括成都本地在内的全国各地尿疗爱好者，
喜欢通过 QQ 群在网上聚集、
交流，
形成一个隐
秘的圈子，其中一个主群在 2014 年还升级为
2000 人的大群。
从年龄分布看，
迷恋尿疗的人群
主要集中在 30~40 岁和 60 岁以上两个区间内。
成都商报记者在其中一个群里观察多日
发现，尿疗的效果已经被群友们宣扬到出神入
化的地步，乃至绝大多数疾病都可“尿”到病
除。成都网友“橙子”今年 35 岁，她说自己从
2013 年开始喝尿，感觉皮肤比以前好，精力好
了很多，
“在跟群友们交流时，有一名男士群友
还说，
喝了尿后还能壮阳。”
值得一提的是，
在记者私聊的多名群友中，
几乎都是私下尿疗，
从不告诉身边的人，
甚至不
告诉丈夫或是妻子，
他们解释说
“这是行规”
。

入会被拒 推荐买书订报
“尿疗不万能，要和心疗（心态要好）、食
疗、体育锻炼、药疗配合。”保亚夫说。对于记者
谎称有痛风，他也声称，尿疗治疗痛风很快的，
“痛风发作就喝尿，用尿来泡脚。最快 6 天，最
慢 10 多天。”随后，记者向保亚夫征询入会事
宜，但被他拒绝。保亚夫称，
“ 我们入会门槛比
较高。”他向记者推荐了一本书，说可以先买本
书学习，
“每本 50 元，
这本书是
‘世界名著’
，
全面
地介绍了尿疗法。
”
他还推荐记者订购
“尿疗法简
讯”
“
，最近出到222期，
一年12期，
40元一年。
”
对于此次被民政部列入黑名单，保亚夫说
自己也看到了名单，本想写信去“质问”民政
部，后来想想算了，
“我以前曾专门去民政部了
解过注册的事情，但最后没有通过。”他说，他
不会解散协会。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电子科大校长鼓励大学生谈恋爱：我替他们着急

四川大学校长：
厚道比聪明更重要
昨日上午，四川大学 2016 届本
科生毕业典礼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体育馆举行。典礼上，四川大学校长
谢和平院士发表题为《厚道比聪明
更重要：做厚道的川大人》的讲话，
寄语毕业学子：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
上，能够活得正直、善良、实在、厚
道，做一名厚道的川大人！”
他说 ：
“今天的市场经济社
会，不缺聪明人但需要更多真诚、
厚 道 的 人 ，不 缺 有 智 慧 的 人 但 需
要 更 多 具 有 风 骨 的 人 。”
“在我们
每 一 个 人 的 一 生 中 ，人 品 比 能 力
更重要，善良比天赋更重要，厚道
比聪明更重要。”

电子科大校长：
爱情是大学的一部分

我也替他们着急……目前咱们学校
的男女生比已从 7：1 进步到了 4：1，
同学们也别把眼光只盯在本校。”

昨日，电子科技大学 2016 届毕
西华大学校长：
业典礼在清水河校区举行。校长李
宿舍没安空调 对同学说“抱歉”
言荣寄语毕业生：期望成电学子“敢
闯”，顺大势而为之，让人生尽快出
而在西华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彩；并希望毕业生能明白完整的人
校长刘清友对毕业的同学们说道：
生就是走过、路过和闯过。
“你们每个人都是学校的名片！”刘
李言荣还鼓励成电学子谈恋
校长在致辞中坦言学校的基础设施
爱，
“ 爱情是大学的一部分，一些同
未能完全满足同学们的期望，看着
学抱怨学校女生少，针对这一情况， 同学们在酷热难耐的夏天忍受着没

责编 徐剑 美编 唐倩 校对 陈婕

油罐车高速路上遭追尾漏油
消防施救 5 小时

隐秘圈子 通过博客 QQ 群交流

毕业典礼，看川内高校校长如何寄语毕业生？

6 月，迎来毕业季，毕业典礼上
大学校长如何寄语毕业生？近日，成
都商报记者分别探访四川大学、电
子科技大学、西华大学三所学校的
毕业典礼，其中，四川大学校长寄语
毕业生“厚道比聪明更重要”，电子
科大校长鼓励成电学子谈恋爱。

成都商报讯（记者 董馨）昨日上
午，
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进一步强化党员的党纪党规意识，武
侯区“讲武侯榜样故事、树身边典型”
故事王大赛启动。
此外，
该区为了让各
机关党员更生动地学习、理解中央“两
学一做”教育方案，将一幅幅萌态可
爱、寓意明确的“重点工作清单图文读
本”
制作成漫画。
凭借欢快、生动、直观
的宣传形式走俏各基层，吸引了不少
基层党员干部观看，潜移默化中加强
了“两学一做”
教育效果。
“听了这么多感人事迹，
我深刻体
会到应该担当起党员先锋楷模的责
任，
为身边的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争取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成为大家
学习的榜样。
”机投桥街道某企业的党
员王静说。当看到屏幕上警察与犯罪
分子搏斗的画面时，王静鼻子酸了。
“走出礼堂后，
我给刚放假的儿子打电
话，说好也要带他来学习这些好人好
事。”据了解，昨日参赛的 6 位选手，都
是来自武侯区各单位的普通职工。他
们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岗位特点和
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心得体会，
抒发了作为一名普通基层工作者的理
想信念、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
武侯区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首场故事王海选大赛，通过对基
层先进典型深入发掘，
围绕“坚持以先
进典型为镜，充分发挥各行各业先进
典型人物事迹的引领示范作用”的要
求，让每个党员学深悟透，融会贯通，
更要学而信、学而用。

有空调的宿舍和教室，作为校长的
他也深感不安和抱歉。
毕业典礼上，优秀研究生毕业
生钱俊宏的妻子抱着刚满月的女儿
来到现场，并亲自上台为夫颁奖，当
现场司仪介绍到两人是历经 8 年爱
情长跑于去年正式修成正果，并且
男主角目前是一个拥有 28 项专利
的“超级学霸”，女儿也是在几天前
刚满月时，现场有同学感叹：爱情学
业双丰收，
这才是人生赢家。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实习记者 赵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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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午 12 点 40 分左右，一辆车
牌号为“冀 G·E2634”的油罐车在成都
绕城高速发生追尾，
致使油罐破损，
出
现漏油迹象。
后经消防人员施救，
转移
至绕城高速成龙路口进城方向的空地
上做进一步处置。经过消防 5 个多小
时的处置，
受损油罐车才安全驶离。
昨日下午 5 时许，成都商报记者
经绕城高速赶到处置现场时，发现高
速出口路段还留有不少的油渍，刚刚
调度而来的另两台油罐车正在将追尾
罐车内的存油进行转运。据现场消防
人员介绍，油罐车发生追尾的位置位
于绕城高速与成渝高速交叉路段附
近，
消防赶到现场时，
油罐车正不断漏
油，
考虑到易对过往车辆造成危险，
遂
将其紧急护送转移到附近出口。
在随后的处置过程中，为防止漏
出的油流向马路中央，
遇火发生危险，
消防人员还调运了大量的细沙作为隔
绝体，铺在漏油罐车旁边。经过 5 个多
小时的处置，5 点 30 分左右事发罐车
才安全驶离。
据事发油罐车驾驶员介绍，他从
山东运油到四川乐山，在途经绕城高
速时遇到堵车，在减速停车时遭到了
紧随货车的追尾。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张直

宜叙高速明日通车 暂时免费
到蜀南竹海节省 1 小时

作为四川省“十二五”
期间规划建
设的重要进出川通道，宜宾至叙永高
速公路（宜叙高速）将于本月 29 日通
车，
暂时将实行免费通行，
具体收费时
间待定。
宜叙高速全长 114.07 公里 ，其中
主线 96.109 公里，设计时速为 80km/
h。宜 叙 高 速 将 把 蜀 南 竹 海 、兴 文 石
海、李庄古镇、僰王山、七洞沟等五个
旅游景点连成一片。从宜宾 40 分钟可
到蜀南竹海，一小时到石海、僰王山。
云南、成都、重庆等地游客到蜀南竹海
可全程走高速，
节省一个小时车程。
此外，
宜叙高速全线通车后，
将结
束宜宾市兴文县不通高速公路的历
史。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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