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常面临这样的困惑：生病了，该
看中医还是看西医呢？中医似乎代表
古老、传统，西医代表先进、潮流。其
实，生老病死的问题上，中西医都兢兢
业业地工作，它们都有各自的优势和

短板。无论普通病还是疑难病，中西医
结合的诊疗模式，往往获益更大。
■主流趋势：西药+中药

中医和西医一直在互相学习，现代
中医在学习、运用西医的现代诊疗技术：

CT、核磁共振、彩超、抽血化验检查，实
施抗感染、放化疗、输血支持等治疗。西
医近年来也开始提倡个体化、精准化治
疗理念，与传统中医的“辨证论治”异曲
同工。同时，西医大夫大量使用中成药
（中药成方制剂）治病的情况很普遍，也
会建议难治复发性疾病进行中药治疗，
西药+中药的模式逐步深入人心。
■临床应用，各有困惑

古代对糖尿病、高血压、白血病、肿
瘤等没有认识，现代的中医就需要学习
相应的诊疗方法。而西医在诊治急重疑
难病症时也发现，病情缓解稳定后，康复

痊愈仍然路漫漫，而针灸康复理疗、中医
辨证用药治疗有其价值。当中医辨证为
湿邪、淤血、寒邪、热毒等病因时，通过化
湿、活血、散寒、清热等治疗病情会得到
改善，而西医没有这方面的认识和药物
功效，面对这些问题就束手无策了。实际
上，单纯的西医和中医，都难以完全而只
能部分解决各自领域的疾病问题。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中西医的理论体系各异，但追求
康复的目标是一致的。时代变迁，会诞
生新的疾病谱和新的医学难题，西医、
中医都需要不断创新、研究对策。

寸与尺的配合，才能量体裁衣。中
西医互补才能优势叠加、扬长避短，达
到增效减毒、突破各自局限的结果。例
如，化疗对血液肿瘤细胞的攻击，导致
骨髓抑制、肝肾和胃肠损伤；治疗再生
障碍性贫血的常规西药，肝毒性很强，
都会制约既定治疗方案，而且上述问题
对中老年、体虚之人更明显。中药的机
制不是针对肿瘤细胞的杀灭等，但通过
中医的辨证论治，从中医这条路实现了
免疫调节、抑制肿瘤、改善骨髓、保肝降
酶、调节胃肠功能的治疗，在化疗损伤
机体后的灾后重建中发挥了作用。最

终，中、西医是各负其责、殊途同归。
■能中能西，左右逢源

西医能解决的问题，中医可以不参
与；中医能解决的问题，西医也不用掺和。
比如对肿瘤放化疗、手术切除、抗感染等
治疗，中医是劣势；在寒、热、温、凉体质
辨识及对应的个体化用药，还有心肝肾
功能的调节保护，西医也缺乏有效招数。
不少的疑难病症，单靠西医或者中医都
很难妥善解决，特别是涉及两者的跨界、
交叉问题时，能中能西、相互配合的战术
才能增加胜算。否则，会错过治疗的最
佳时机，这时才想起中医，或者赶紧去
看西医，往往为时已晚。医、患双方有了
如此认识，或许离健康就会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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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戏骨版《水浒传》今日开播,专访鲁智深小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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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10点20分，一辆银色
轿车从金琴路向抚琴西路行驶，行
至路口中央进行左转弯时，遇到对
面正在直行的车辆，轿车没有让行，
而是继续朝路口挤，导致路口车辆
通行受阻，停在中央。“在没有方向
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
动车应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
民警说。

4月18日，成都交警二分局在
“治乱缓堵”专项整治中，针对机动
车转弯不让直行的违法行为进行整
治，金琴路与抚琴西路路口，一小时
内，共有5位驾驶员被民警挡获，并
受到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

上午10点，记者来到了金琴路
与抚琴西路路口，该路口的信号灯
没有设置方向指示，当绿灯亮起后，
直行和左转弯车辆均可以通行。交
警二分局一大队民警吕宏伟告诉记
者，根据规定，转弯的机动车应让直
行的车辆、行人先行，部分转弯车辆
却和直行车辆在路口“抢道”，导致
交通拥堵或引发事故。

10点10分左右，一辆牌照为川
A214××的白色汽车从金琴路方
向行驶到了路口，此时抚琴西路
上直行的车辆很多，驾驶员直接
进行左转，而直行车辆为了避让
只有减速停车。白色汽车“抢道”
的行为让原本正常通行的车流立
即被阻断。随即，民警吕宏伟立即
上前纠正其违法行为，“在路口遇
到这种情况，直行车辆有优先通
行权，如果转完车不让行，既造堵
又容易导致事故。”

对该驾驶员的违法行为，民警
对其做出了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
罚。接着，两辆轿车一前一后在金
琴路与抚琴西路路口，被民警拦
下。“我晓得转弯应该让直行车辆，
一不留神跟着前面的车就走了。”
驾驶员廖先生说，下次一定注意。
因为机动车转弯不让直行，民警对
这两名驾驶员分别处以扣3分罚款
100元的处罚。

“如果转弯车辆不避让直行车
辆，很容易造成车辆之间的擦挂，还
有可能造成路口拥堵，甚至引起事
故。”吕宏伟提醒，通过路口时，驾驶
员要提前打开转向灯并减速，对前
后方来车、行人情况进行仔细观察，
在确认安全后方可转弯。”广大驾驶
员在行驶过程中，一定要做到礼让
驾驶、安全出行。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交警整治“转弯不让直行”
1小时5名驾驶员被罚

没看过原著，学习老戏骨

小戏骨，如今俨然已经成为一
个品牌。尤其是之前的小戏骨版《红
楼梦之刘姥姥进大观园》，引发关注
和好评。这一次的小戏骨版《水浒
传》，可谓未播先火，其中的主角之
一，就是来自龙江路小学（南区）六
年级的万君逸同学。

万君逸告诉记者，他是第一次
参与这种大规模的剧组拍摄，之前
都是小打小闹地拍了一些东西，“真
正长了见识，开了眼界。”进组之前，
他当时刚上六年级，还没有看过《水
浒传》的原著，只听过学校老师还有
爸爸讲过水浒的故事。在他的理解
里，鲁智深是一个见义勇为、重情重
义、疾恶如仇的好汉。

到了剧组，开拍之前，导演组一
直让小演员们看1998年电视剧版

《水浒传》，尤其是李雪健老师的表
演，要求一定要看，仔细揣摩。具体
到鲁智深这个人物，剧组还让万君
逸参考徐锦江版本的鲁智深。“导演
们发现，徐锦江老师版本的鲁智深
动作幅度要大一些，夸张一些，对人
物的表现效果不一样。”因此，在具
体表演的时候，万君逸在导演的指
导下，有意识地放大了表情和动作，
最终的呈现效果，导演组和他都很
满意。

高速公路上一场火灾，烧毁了一
车蔬菜，并给托运方烧出了一个法律
难题：驾驶员、车主、运输公司，谁来
为这起事故埋单？两年前，雅西高速
上，一辆货车侧翻并发生自燃，车上
载着的价值16万元的蔬菜全部损毁。
驾驶员小斌并非车主，而车主又将这
辆车挂靠给了运输公司，托运方多方
索赔无果，干脆将三方告上法庭。

事故：挂靠车高速路侧翻自燃

2016年4月15日，陈某与货车驾
驶员小斌签订《货物运输协议》，约定
由小斌驾驶货车，将一车蔬菜从四川
省米易县运至四川省彭州市。第二

天，小斌驾驶该货车途经雅西高速汉
源县九襄镇路段时，车辆侧翻发生自
燃，致使价值16万元的蔬菜全部损
毁。多方索赔无果后，陈某一纸诉状将
驾驶员、货车车主古某和该辆货车所
挂靠的物流公司三方告上法庭，索赔
16万元。庭审中，陈某指出，小斌作为
物流公司的驾驶员，与其签订了货
物运输合同，并且合同第三条明确
约定：“乙方（小斌）在运输途中，必
须安全行驶，若发生交通事故，货
损、货差、货物丢失、腐烂等应由乙
方负全部责任。”而古某是货车车
主，且货车同时还挂靠在物流公司，
因此小斌、古某和物流公司应当共

同承担赔偿责任。
而物流公司则辩称，本案运输

合同是小斌与陈某签订，并且货车
的实际所有人为古某，车辆的运营
支配权和所有权归古某所有，而非
物流公司所有，小斌也不是物流公
司的驾驶员，陈某将物流公司告上
法庭没有道理。小斌则表示，车辆是
挂靠的，自己也不是车主。货车车主
古某没有到庭参加诉讼。

判决：驾驶员赔偿全部损失

近日，该案在彭州法院宣判。法
院经审理认为，古某与物流公司为
挂靠关系，小斌是车辆实际驾驶人，

运输合同系小斌个人托运方陈某直
接签订，其行为不能代表古某和物
流公司。据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
（指合同只对缔约当事人具有法律
效力，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
产生法律效力，除合同当事人外，任
何人不必承担合同上的责任）及合
同的相关约定，依法判决驾驶员小
斌赔偿托运方人民币16万元。

本案承办法官宋姗介绍，机动车
挂靠营运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实
际上，挂靠关系可以理解为双方的一
种有偿使用资格证的合同关系。”宋法
官表示，物流公司与实际车主签订挂
靠协议，并允许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

等于向社会公示，该公司是车辆的运
输主体，在运营过程中，如果实际车主
以公司的名义与承运的驾驶员签订运
输合同，是对公司运输经营的代理行
为，万一发生事故，本应由物流公司承
担责任。但实际车主如果没有以公司
名义签订运输合同，则要根据合同的
约定内容来分析。宋法官表示，本案中
小斌作为实际驾驶人，以自己的名义
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不能代表古
某和物流公司。从合同的相对性来
说，本案运输合同的实际承运人应
当认定为小斌，因此按照相关法律
规定，应由小斌个人承担赔偿责任。

王月诗 成都商报记者 祝浩杰

挂靠车辆自燃，烧毁价值16万元蔬菜

公司、车主、驾驶员谁该担责？

拍 戏 前 作为主演，万君逸跟大家一
样，只看过视频网站上的预告版本。
但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

说起拍这部剧的最大收获，
万君逸说，应该是学会了拍哭戏。
万君逸说，“刚开始接触哭戏的时
候，我心想，要怎么哭啊？莫名其
妙地哭啥哭？”后来 ，万君逸慢慢
地找到了感觉。“山东的冬天实在
太冷了，吹着冷风，保持眼睛不
眨，很快就会冻出眼泪。”大哭的
话，现场的执行导演会给孩子们
讲戏。比如有一场戏，是鲁智深千

里跟踪护送，于生死关头救下林
冲，并一路将林冲送到沧州。林冲
当时多处受伤，导演就对万君逸
讲，想一想，这是你的同学，你的
好兄弟，他的脚受了那么重的伤，
你忍心吗？不心痛吗？万君逸说，
那一刻，自己就很入戏，就觉得自
己的好朋友好兄弟真的受伤了，
加上化妆师对将伤口处理得也很
逼真，他一下子确实进入角色，自
然而然就哭出来了。“实在哭不出
来的时候，就想想过世的外婆，大
哭的戏就拍出来了。”

小戏骨们火了，关注度也高
了。网友们比较关心的，是拍戏会
不会耽误孩子们的学习。万君逸
说，他也是去了才知道，拍戏并不
比在学校轻松，感觉就像是换了
个地方上课，同时兼顾拍戏，学习
并没有被耽误。

小 演 员 们 平 均 都 是 十 来
岁，剧组有专门的照顾小朋友
生活的工作人员。最重要的是，
剧组还有负责给小朋友们补习
文化课的老师，尽量确保孩子
们拍戏期间不耽误功课。“在剧
组的生活就是，要么拍戏，要么
补课学习。当然，该休息的时候
也会休息。”

万君逸从剧组回学校后，班
上的老师还专门给他补了课。万
君逸的成绩本来就不差，学习习
惯也好，回学校后，成绩很快就追
上来了。万君逸的班主任刘晓菊
说，“我们也愿意向外界推荐万君
逸这样的同学，拍戏的时候认真，
拍完后迅速回到学习状态，一点
也不浮躁。”

因为面临小学升初中这个关
键点，接下来有些拍摄的试镜邀
约，万君逸的妈妈蒲露都给孩子
推了，就是为了让孩子安心升学。
万君逸说，他理想的学校是锦城
一中或者成外，接下来会努力冲
刺这两所中学。

他的老师：
相信播出之后，

孩子们会更愿意了解经典

万君逸所在的龙江路小学（南
区），学校进行了多年的课程改革，
语文的课程改革“大语文”，其中一
个亮点课程是“名著导读”，而且，
读的第一本经典，就是《水浒传》，
讲的第一个水浒人物故事，就是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相比《西游
记》，《水浒传》似乎跟小学生的距
离比较远。

“我们相信，万君逸演的《水浒
传》播出之后，不用我们努力宣传，
我们学校的孩子都愿意去进一步了
解《水浒传》，了解‘四大名著’。”刘
晓菊老师说，孩子们亲身演绎经典，
跟阅读经典肯定是不同的感受。

他的妈妈：
不管孩子以后做什么

好好学习是基础

如果“火”了，会不会坚持走演员
这条路？在万君逸的妈妈蒲露看来，
这些想法都为时尚早，“现阶段还是
以学习为重，是让孩子长见识的时
候，是否走这条路都是以后才决定
的。我们觉得，不管孩子以后从事什
么行业，良好的学习都是基础。”后来
的一些试镜拍摄邀约，蒲露都给孩子
推了，主要就是不想耽误学习，“能够
兼顾、丰富孩子的阅历当然最好。”

对对//话话

拍 戏 时 怎么哭出来，他有小诀窍

拍 完 戏 老师帮补课，学习没耽搁

成都儿童团记者 樊英
图据受访者

由潘礼平团队执导的由潘礼平团队执导的
20182018年开年大戏年开年大戏、、小戏骨小戏骨
版版《《水浒传水浒传》，》，日前定档日前定档44
月月1919日播出日播出。。预告片刚一预告片刚一
推出推出，，就备受瞩目就备受瞩目。“。“小戏小戏
骨骨””是潘礼平团队推出的是潘礼平团队推出的
一个原创剧目一个原创剧目，，在全国首在全国首
创了创了““小孩演经典小孩演经典、、学经学经
典典””的艺术模式的艺术模式，，剧中所有剧中所有
演员演员，，都是都是1010岁左右的少岁左右的少
年儿童年儿童。。剧组用独特的形剧组用独特的形
式式，，对古典名著再包装对古典名著再包装。。据据
了解了解，，小戏骨小戏骨《《水浒传水浒传》》以以
林冲和宋江的故事为两条林冲和宋江的故事为两条
主线主线，，保留了原著中的鲁保留了原著中的鲁
智深倒拔垂杨柳智深倒拔垂杨柳、、拳打镇拳打镇
关西关西、、林冲风雪山神庙等林冲风雪山神庙等
经典情节经典情节。。成都商报记者成都商报记者
还打探到还打探到，，在小戏骨版在小戏骨版《《水水
浒传浒传》》中扮演主角之一鲁中扮演主角之一鲁
智深的智深的，，是龙江路小学是龙江路小学（（南南
区区））六年级的万君逸同学六年级的万君逸同学，，
一个地地道道的成都娃一个地地道道的成都娃。。
一个小娃娃一个小娃娃，，怎么演好怎么演好““鲁鲁
提辖提辖”？”？成都商报为你打探成都商报为你打探
幕后故事幕后故事。。

万君逸在剧中的扮相

万君逸（右）和班主任刘晓菊
交警对违法驾驶员进行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