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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平常感觉胃部不适时，因
为担心胃镜很痛苦而一直不敢去做检
查，胃难受时就到诊所开点药吃。等到
身体日渐消瘦，呕吐等症状明显后，才
被迫去医院做检查，这一检查竟被确
诊为胃肿瘤晚期！很多胃肠患者这才
追悔莫及，痛苦不堪，家人更是伤心不
已……

为什么胃肿瘤一发现就是晚期？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人都会
定期进行常规体检，但医生发现，很少
有人主动做胃部健康检查，这就是为什
么大部分胃肿瘤患者一检查就是晚期

的原因。消化内科主任王浩波主任提
醒，胃部肿瘤早期症状不明显，易被忽
视。“如果出现泛酸、嗳气、食欲减退、恶
心、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明显消瘦等
症状，一定要去医院做胃镜检查。”

胃镜检查可早期发现胃部肿瘤

王浩波介绍，胃肠疾病发展到胃
肿瘤有一个过程，很多胃肠病久治不
愈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做准确彻底的检
查，患者因为怕检查、乱吃药造成了治
疗不对症，久而久之易拖成溃疡、糜
烂、甚至穿孔、大出血、胃肿瘤等。所以

“胃镜检查尤为重要”，是发现早期胃

部肿瘤的有效方法。

医生面对面答疑解惑

关爱胃肠健康，远离胃肠恶变，为
方便广大胃肠疾病患者，健康热线特
邀成都三甲医院知名消化内科主任田
伏洲、张毅，定期为胃肠病患者答疑解
惑，现在预约即可享受胃肠镜半价优
惠，详情可拨打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2575咨询。

肝肿瘤以前是一种中老年病，患
者集中在40岁以上，近10年来呈年轻
化趋势。为什么它会盯上年轻群体？这
跟年轻人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肝病患者出现以下症状应注意
引起肝肿瘤的不良生活习惯包括

大量饮酒、饮食不规律、熬夜等，为避
免肝硬化、肝肿瘤的发生，肝病患者出
现以下症状应注意：1、总是疲惫：身体
疲倦是肿瘤初期很明显的症状。2、经
常头晕：变异细胞占有大量的营养物
质和能量，大脑没有足够的营养和能
量，效率会降低，就会经常头晕。3、不
断消瘦：出现不正常的消瘦千万不要

小视，很可能是肝肿瘤找上门了。
治疗肝病，这些误区不要听
误区1、无症状可不治疗。肝脏是

“沉默”的内脏，无症状但病毒仍在体
内复制，很多慢性乙型肝炎会在此情
况下发展为肝硬化。

误区2、无症状可停药。很多患者
无症状，吃一段时间药后就自行停药，
随意停药只会导致病情反复且恶化。
能否停药，要看肝功、乙肝病毒、肝组
织学检查等多个指标。

医讯：7.28“世界肝炎日”之际，“四
川省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实施行动”
将开展医疗救助活动，具体内容包括：

1、4000 份抗病毒、保肝护肝、调
节免疫肝病药品免费发放。2、6 项肝
脏检查只需72.8元。3、北京肝病医生
团联袂会诊。4、补助就诊肝病患者每
人每年 7200 元，名额有限，有需求的
患者请尽快申请。

申 请 方 式 ：拨 打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进行预约。

你距离胃部恶性肿瘤有多远？

现象现象
村里已摘完，城里到处卖

在合江荔枝的核心产区龙潭村，挂
牌龙潭荔枝专业合作社的一户农家，几
名老人正在玩着纸牌，他们说荔枝已经
卖完好几天了。

7月25日到7月26日，成都商报记
者在龙潭村走访了多户人家，得到的回
答是，买不到荔枝了，“明年早点来”。龙
潭村村民高大爷说，村里的荔枝基本就
卖完了。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合江县农业
局一位负责人，对方表示，因为天气原
因，今年的荔枝比去年要早成熟 10 多
天，大部分荔枝已经下市。

但在合江县城，“合江荔枝”到处都
是。“你放心，不是合江荔枝不要钱。”记
者在马街、滨江路的荔枝销售点走访，
所有商贩都这样保证。

走访走访
市场上大多不是合江荔枝

龙潭村的高大爷家有 100 多棵荔
枝，他直言“我就是荔枝林里钻出来的，
对当地荔枝的品种一眼便能看出来”，
成都商报记者请“种了一辈子荔枝”高
大爷一起到市场上逛逛，回来以后他直
摇头，“除了大红袍，其他都是假的”。

多位果农反映，今年一到荔枝上市
的时节，外地荔枝便进入了合江，并冒
充当地荔枝销售，外地荔枝便宜，对当

地荔枝的价格带来了一些影响。
很多快递公司在荔枝销售市场

设了点。顺丰公司一位冯姓业务员告
诉记者，有人寄出去的荔枝不是当地
的，还有冻过的，他会告诉客户，这
种荔枝不保证到货不腐烂。他表示，
冻过的荔枝应该不是当地的，当地都
是鲜果。

记者向荔枝摊贩询问价格，对方回
答“诚心要18元”。农业局工作人员说，
现在荔枝快下市了，果农坚守的“二三
十元一斤”，也是“良心价”。

原因原因
被冒充因为合江荔枝卖得好

合江县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合江
荔枝口感好，品牌效应逐渐显现，外地
荔枝价格比合江荔枝便宜很多，所以市
场上便出现了很多“冒牌货”。

合江镇经发办主任万鹏程介绍，今
年合江荔枝产量比较低，一是受“大小
年”影响；二是受气候影响，花期连续下
雨，导致今年减产明显。减产导致价格
升高，龙潭村村民介绍，现在普通品种
二三十元一斤，优良品种 30 至 80 元一
斤，最贵的“带绿”要120元以上。

另一个“吸引”外地荔枝流入合江
销售的原因，是因为今年合江荔枝成熟
得比往年早10多天，这给了冻库荔枝进
入合江的时机。合江县农业局工作人员
介绍，去年、前年这种情况有零星出现，
今年尤为严重。

管理管理
一直在想办法保护“合江荔枝”

对于当地人来说，“合江荔枝”就是
一个硬品牌。一位当地居民介绍，他每
年都给朋友寄一些荔枝，今年他直接去
果农家买了，免得买到不正宗的。

外地人如何买到正宗的合江荔枝？
万鹏程介绍，当地的荔枝专业合作社，
在电商渠道上严格把控质量关，可以确
保合江荔枝的“货真价实”。

在合江县城高速路出口等主要临
时搭建的荔枝销售点，也专门有管理人
员，确保合作社的果农才能入内销售。
高速路出口的销售点卖荔枝的大姐说，
是有管理人员每天都在检查，不是当地
荔枝不能入场销售。

县农业局工作人员也表示，对一些
主要的荔枝销售点，确实安排有农业
局、工商局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对不是
销售本地荔枝的商贩进行劝离。为此，
合江县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打
假”，但暂无具体指标来区分“真假”，只
有凭感官来识别。

对此，万鹏程表示，专有的销售渠
道建设至关重要。合江县工商质监局市
场管理负责人介绍，合江荔枝“带绿”还
有一段时间的销售期，但其他品类基本
已下市，合江目前正加强“原产地保护”
的建设和管理，如果非合江本地原产荔
枝，包装盒使用地理标志“合江荔枝”，
工商部门将会严厉“打假”。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乐梦无疆·向东绽放”，近几日，
来自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在成都相
聚，不同的音乐元素在这里碰撞，为
2018 成都国际友城青年音乐周的开
幕预热。作为音乐周的重要活动之
一，昨日下午，“五洲文化汇天府”活
动在成都东郊记忆聚空间拉开表演
帷幕，中外演员用音乐和舞蹈进行交
流，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活动开始，由藏、羌、彝三个民族
的演员组成的舞蹈团队带来了一曲
富有四川特色的民族歌舞组合《美丽
四川》。丰富的色彩、奇特的舞蹈道
具，展现着四川的神秘色彩。来自成
都艺术剧院的表演者用琵琶独奏为
观众奉上了一曲歌剧《卡门》选曲《哈
巴涅拉舞曲》。中国传统乐器琵琶现
场弹奏，配以古典吉他演奏，将欢快
且具有拉丁风格的世界经典歌剧，染
上了一丝中国古典风格。“好雨知时
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一首《春夜喜雨》道出了杜甫
对成都的喜爱，舞蹈《春夜喜雨》用柔
美的肢体语言将成都的历史风韵展
现在外国友人面前。演出中，成都人
把这首诗编成了美轮美奂的舞蹈，将
成都和谐、包容的姿态呈现在国际友
人面前。

来自檀香山的表演者带来了当
地特色舞蹈，这些表演者均从当地最
具影响力、最强的造星节目中走出
来。记者了解到，这个节目已经是成
都国际友城青年音乐会周的老朋友
了，从节目走出的音乐人更是才华横
溢，台上的表演者们正是这些节目中
走出的佼佼者。里约热内卢的表演者
跳起了热情奔放的桑巴舞，墨西哥的
表演者展示了梅里达民俗舞蹈，日本
的表演者也带来了冲绳特色舞蹈。

今天晚上，2018成都国际友城青
年音乐周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开幕
后，市民们将在家门口免费欣赏到来
自世界各地的好声音。今年的音乐周
相较往年，演艺阵容更豪华，演员数
量更庞大，除了在成都东郊记忆音乐
公园设置主会场，还分别在青白江
区、双流区、郫都区、都江堰市、彭州
市、邛崃市、崇州市、金堂县和大邑县
设置了分会场，为市民带来一场成都
最顶尖的国际音乐文化交流盛会。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8200期开奖结果：598，直
选：4532注，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
选6：10910注，每注奖金173元。
（10，867，998.91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8200期开奖结果：59863，
一等奖：56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50，717，543.00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国联销“3D”第2018200
期开奖结果：35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 双 色 球 ”第
2018086期开奖结果：红色
球 号 码 ：02 07 17 21
23 26，蓝色球号码：16。

福
彩

体
彩

世界肝炎日：20、30岁患肝肿瘤已不稀奇，这些误区你不要听……

在车身贴3年广告 购车款可少两到三万

20多人交了钱 车未提到 钱未退还
优惠？

一 辆 7
万元左右的
汽车，王刚只
付了3.88万
元。条件是购
买之后3年，
他需要在车
身贴出车商
的促销广告

违约！
承诺的

提车时间到
了，优惠购车
的20多人没
有拿到车，他
们想退款，销
售公司的老
板却不见了

律师：
汽车销

售方没有履
行合同的内
容 ，已 经 违
约，客户可向
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要求
商家退款，并
承担相应的
损失

一辆近7万元的汽车，购买之后3
年，在车身上贴出车商的促销广告，购
车款就可以少两到三万元？今年6月，
冲着如此诱人的价格，李明（化名）与
成都华兴畅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签订了购车合同，并支付了全部5
万多元的费用。然而到了合同注明的
提车时间，商家却并未将车交给李明，
在李明要求其退款的时候，却找不到
了汽车销售公司的负责人。

经成都商报记者了解，目前与李明
有同样遭遇的，有20多名客户，26日，
记者联系了该公司负责人，对方表示将
向客户退款。律师表示，对于这样一起合
同纠纷，顾客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买车优惠三万
交钱后却提不到车

7月26日中午，在温江区国色天香
附近的成都华兴畅享汽车销售服务公
司的大厅内，10多位客户聚集在一起，
而公司的前台和办公室里，却不见一名
在工作的员工，大厅内四处贴着“3.88
万元 全款新车开回家”的销售海报。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天一夜了，车
提不到，钱也拿不回来。”一位客户说。

记者在客户王刚（化名）的购车合
同中发现，一辆众泰 T300 1.5L 手动
尊享型汽车，裸车价在7万元左右，而
他只花了3.88万元的裸车价，究其原
因，是公司在合同中要求，客户在购车
之后，公司有在车辆上进行三年的广
告发布权，“就是将他们的促销海报贴
在我们的车身上，我想贴三年可以节
约3万元钱，还是很划算。”

这份在今年6月17日签订的购车
合同上，明确写道“合同签订后，甲方
（车商）在15到30个工作日为乙方安排
提车，王刚说，“在这期间，我们先后到
公司三次，每次对方都说过两天一定可
以提，但一直都没有兑现，如今过了提
车期限，公司负责人却联系不上了。”

另一名客户告诉记者，他与公司在
5月份就签订的购车合同，早已过了提
车的期限，根据现场的客户所述，他们
与该公司的购车合同多在今年5月到7
月份这一时间段签订，由于很多客户逾
期没有拿到车，于是向公司提出了退款
的要求，但同样没有实现。

“昨天老板都来了公司的，今天就
没见人了。”在公司大厅一个角落的会
议室内，记者见到了几位自称是公司销
售的人，对方称，公司老板拖欠了他们
的工资，现在客户退不回钱，老板也消
失了，打电话也不接。

据一位销售人员称，交了钱未提车
的客户有20多人，平均一辆车总价按5
万元来算，这笔金额超过100万元。7月
12日，有客户向当地的工商管理部门进
行了投诉，据温江区万春镇市场与质量
监督管理所一位负责人称，经过他们的

调查，该公司营业执照及经营过程并没
有任何问题。

当天，在工商部门的协调下，客户与
商家在一份消费者权益争议调解书上签
字，记者根据李明提供的调解书发现，销
售方承诺在10个工作日内退还消费者购
车的全部费用。但是直到现在，李明也没
有拿到当初交付的5万多元购车款。

成都华兴畅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该公司成立时间
为 2017 年 11 月 13 日，经营范围包括销
售汽车及汽车配件等，记者发现，该公

司销售的汽车品牌包括众泰、江淮、吉
利、长安等，裸车价多在8万元以下，目
前，摆放在公司展厅里的汽车，由相应
品牌的4S店提供，“我们只是在这里布
展，他们卖出去一辆，就会把钱打给我
们。”一位自称是车辆4S店工作人员的
男士说。

公司老板不出面，4S店的人想到展
厅把车开走，而拿不到退款的客户不同
意，因此从 7 月 25 日开始，就有多名客
户在该公司通宵守候，但仍旧解决不了
问题。

多名客户通宵守候在售车的公司，
实属无奈。客户报了警，温江区警方表
示，此事不构成案件，无法立案。

26 日下午，多次致电无人接听之
后，记者以短信的形式向该公司负责人
之一的孙凤娟表明身份，对方随后回
电，对于为什么没有履行合同内容，安
排客户提车或向客户退款，对方称不方

便透露，只称正在解决此事，会分批给
客户退款，但对于等候在她公司的客
户，对方并没有多说。

四川同兴达律师事务所杨卫平律
师谈到，汽车销售方没有履行合同的
内容，已经违约，客户一方面可以要求
商家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他们相应
的损失，另一方面则是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要求商家退款，并承担相应的
损失。

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江文静律师
也持同样的观点，她认为，这属于顾客
和商家之间的合同纠纷，在提起民事诉
讼的同时，可向法院申请对该公司进行
财产保全。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报道

合江荔枝以“上市晚，品质好”享有盛名。在合江，种植荔枝已经有上千年历史，
当地考证，“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荔枝，正是合江荔枝。

因为今年合江荔枝成熟较早、产量不高、价格偏贵，一些外地荔枝被运到合江，
摇身一变成了“合江荔枝”，再销往全国各地。当地果农和职能部门均为此头疼。

20多名客户交了上百万元 经协调后公司仍未退钱

公司负责人：分批退款 律师：可提起民事诉讼

“合江荔枝”
被冒充

外地荔枝卖到合江

2018成都国际友城
青年音乐周
开幕式今晚举行

“五洲文化汇天府”活动，演员们
精彩演出

昨日，成都一汽车销售公司，多名交了钱提不了车的客户与销售人员交涉

昨日，合江龙潭村，果农采摘今年最后一篮荔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