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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试牛刀
赚取人生第一桶金

裴忠富，四川省双流县白沙镇盛华村
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16岁那年，初
中还没念完的他，因家境贫寒辍学，跟着哥
哥到成都建筑工地打工。一次闲聊，他听工
友讲起自己亲戚靠种植果树致富，改变生
活的故事。

裴忠富沉默了，他在思考着自己的未
来，并暗自算了一笔细账：眼下，枇杷市场价
格每斤8元，大米每斤5毛钱，也就是说，种枇
杷的经济效益是种粮食的10倍以上。苦苦思
索出路的他，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利
用休息时间到各个农产品市场进行调查，了
解市场行情，分析种植水果的可行性。

经过深思，裴忠富背起铺盖卷回到了农
村老家，用打工积攒的1000多元钱买了果苗
和相关学习资料，报读了当地一所农业广播
技校，开始埋头钻研果树栽培技术。他在成
都白沙镇试栽了3亩枇杷，经过3年精心管
护，枇杷收入达2万多元。小试牛刀的成功，
坚定了裴忠富种植水果的信心，也由此开启
了他果树种植的创业之路。

许下承诺
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裴忠富走向致富之路，但他没有忘

记自己的乡亲。裴忠富开始走家串户，以
自己种枇杷的效益为例给大家算细账，
动 员 大 家 一 起 干 。可 是 ，许 多 人 犹 豫 不
决，这样做真的能赚钱吗？为消除村民的
疑虑，裴忠富向乡亲们拍胸口许下承诺：

“跟着忠富干，保证有钱赚！”经过裴忠富
的苦心引导、劝说加示范，一部分人开始
行动起来了。

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裴忠富不断
地加强学习，常去书店、图书馆收集技术
资料，拜访专家、学者，提高自身的种植
技术，同时主动上门给种植户服务，传授
自己总结的种植技术。裴忠富不仅在技
术上尽心指导果农，还积极为他们的水
果谋出路。他带上优质水果到处跑市场、
找销路，建立水果营销队伍，利用互联网
销售水果。他通过诚信经营，将天府新区
等地的优质水果销到重庆、贵阳、昆明、
北京等国内大城市，还远销到越南、泰国
等国际市场，为果农累计销售的水果上
千万吨。

在裴忠富的带动下，经过几年的努
力，大部分种植户开始赚钱，一批地道的
普通农民成为十万富翁、百万富翁。乡亲
们增强了对枇杷种植的信心，更多的乡
亲加入了枇杷种植的队伍，种植户也越
来越多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受访者供图

致敬成都榜样
第五届成都市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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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诚实守信类

成都首个自动售药机落地半个月之后：

目前只能销售乙类非处方药
“无人药房”尚需市场检验

拾得3沓百元现金
原地等失主1小时

2016年2月7日（除夕）10时，吕红颖和丈夫
出门去父母家准备中午的团圆饭。在离家约500
米，郫彭路锦华汽修厂处，两人无意间发现非机
动车道上的一个红色垃圾袋。“又乱扔垃圾。”吕
红颖边说边走过去，弯腰将袋子拾起来准备丢
进垃圾桶。袋子有点沉，她打开一看，原来是两
瓶还没开封过的白酒、3沓捆绑好的100元现金、
一张存折和一张身份证。身份证显示，失主为古
城镇邻城村的汤述洪。想到失主应该一会就能
发现东西丢了，两人决定在原地等待。

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却不见有人来
寻。“丢了这么多钱，这年肯定也过不好，交
到派出所，还要转一道，也麻烦。”夫妻俩决
定，自己开车把钱给对方送过去。

驱车10公里
亲自将现金送还

当天12点过，吕老师和丈夫把车停在邻
城村村口附近，向附近村民打听后，一男一女
很快小跑着赶来。“我就是汤述洪”，男子说。

见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样，吕红颖赶紧
提出红口袋。“就是这个袋子！”男子睁大了
眼睛，接过红口袋，仍没从丢钱的慌乱中缓
过神来，除了连说三声“谢谢”，汤述洪一时
竟找不到其他表示感谢的话。

夫妻俩把钱完好返还给失主后，便准备
离开。汤述洪身边的女子却赶紧拦下了车，她
说：“我是他弟妹，你们这么好心，把这么多现
钱送来，一定要感谢一下的。”说完，她递上刚
刚买来的两瓶白酒，要答谢吕老师夫妇。几次
推开又被递上，两夫妻见推不掉，便收下了。

此时，已经是13时，吕老师的母亲打来
电话，“还不来吃饭？全家人都等着呢！”“就
来了。”挂了电话，两人才驱车离开。

一年工钱意外丢失
四处找寻无望

记者随后了解到，原来，红色口袋里的
东西是老板给汤述洪发的，包括9个月工资
（共计2.5万元）和两瓶白酒。

汤述洪把红色口袋拴在了摩托车后备
箱上，回家的路上，他见旁边的摩托车师傅
也是把酒拴在后备箱上，但和自己相比，对
方多用了纸箱。“我还正在想，我的袋子稳不
稳妥”，然而等他转身，却发现拴红布袋的皮
筋已断开，红口袋不翼而飞。汤述洪顿时慌
了神，他急忙折回经营店附近的宿舍，搜遍
了房间，再一路沿着非机动车道搜寻，仍没
见着。“一年的辛苦钱一下泡汤了，当时感觉
两腿发软”，汤述洪回忆道。

“遇到好心人啦！”拿着失而复得的2.5万
元现金，汤述洪喜上心头。当天下午，他提着
钱到银行存了。

除夕意外拾得2.5万现金
女教师驱车10公里归还

三十年一句承诺：
“跟着忠富干，保证有钱赚”

随着互联网经济和消费方式普及及各地政策不断松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地陆续出现自动
售药机。自动售药机似乎迎来发展的一线曙光，成为销售各种非处方药的24小时“无人药房”。

此前，温州、苏州、郑州等城市都出台过自动售药机的管理规定，在药品种类、用药咨询、安置地点等方面
存在差异。今年1月2日，成都市出台《成都市自动售药机销售非处方药品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管理规
定》），鼓励各类自动售药机投入市场。

3月15日，成都首个24小时自动售药机经营项目落户高新区。半个月过去，这个24小时自动售药机经营状
况如何？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高新西区合作路89号13栋附112号康美大药房，探访“无人药房”
的运营情况。

根据《管理规定》，药品零售
企业（包括连锁门店和单体门店）
可以依托自身实体药店在经营地
址设置自动售药机。康美智慧药
房就依托于门店开设，其自动售
药机还预留了在线问诊、中药代
煎、识别处方等功能。

记者在门店附近观察了一会
儿，期间有一些客人来，但都直接
进入门店，并未选择使用自动售
药机。药柜与我们在生活中常见
的自动售货机在原理上类似，通
过类似弹簧的机械装置旋转使被

选中的商品脱出落下。记者注意
到，几乎所有药品都只有第一格
放有货品，后面没有更多备货。

对此，门店工作人员文女士
告诉记者，自动售药机刚刚投入
使用，“我们觉得销售情况还没达
到可以备货很多的地步”，消费者
还是习惯于直接来店里当面向药
剂师咨询和购买药品。

因为完全依托于门店，该自动
售药机也直接由门店补货。“药品
可以直接从药店转入药柜，只需要
通过电脑登记一下转库操作。”

到目前为止，通过自动售药机
的销售并不多。文女士说，通过门
店的电脑后台系统，工作人员可以
看到药柜中各种药品的备货情况
和消费记录，“每天大概有三到五
笔销售，销售额大概几十元。”

自动售药机的便捷主要体
现在其24小时都可使用，尤其对
于深夜有用药需求的消费者。文
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药柜销售
出去的以感冒药为主，消费时间
主要集中在药店关门后，即凌晨
三五点这一时间段。

在药品种类方面，按照《管理规定》，自动
售药机只能销售乙类非处方药和部分二类医
疗器械，这也就意味着像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健胃消食片、藿香正气液这样的常见甲类
非处方药是无法通过自动售药机买到的。

自动售药机将所销售的药品按照感冒发
烧咳嗽、儿童用药、肠胃用药、眼耳口鼻喉科、
风湿骨科等种类分类供消费者选择，药品的价
格与店里的价格一致。记者对比了自动售药机

与附近其他药店的药品价格，也基本持平。
对于有用药疑问的顾客，自动售药机还

没有智能推荐的功能。文女士告诉记者，机器
左下角贴有店员的联系电话，顾客有需要时
可直接拨打该电话联系咨询药物选择方面的
问题。在收费方面，自动售药机目前只支持支
付宝及微信付款，尚不支持社保卡支付功能。

当记者想了解自动售药机背后厂商具
体情况时，店员回复不便透露。

那么，24小时自动售药机在其他城市发
展情况如何？那些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现在
怎么样了？

记者先后联系到京东无人药柜、医到
家自助售药服务、平安好医生-智能药柜，
从答复来看，24小时自动售药机前景似乎
不容乐观。

2017年11月，由京东到家开发的第一台
“京东X无人售药柜”在北京亦庄的京东总部
正式投入运营。据知情人士透露，“京东X无

人售药柜”其实是京东到家简单丰富自己的
即时消费场景的做法，而对于此项目目前的
情况，对方回复不便透露。

不同于京东到家在企业内部试运营无
人药柜，2017年底，医到家自助售药服务开
发的无人药柜直接进驻了社区，在距离居民
最近的社区布点，采用“药厂+配送商+自助
终端”的模式24小时运营。而对于此项目目
前情况，对方回复此项目已经暂停，暂停原
因不便透露。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三缄其口
有项目已经暂停

“无人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需要市场检
验。”在成都零售商协会秘书长欧建瓴看来，
不管模式如何升级变化，零售最终要回归其
本质。而零售的本质在于，“服务和产品对消
费而言是物有所值的。”欧建瓴告诉记者，随
着消费升级，消费者消费心理和诉求发生变
化，人们在购买东西时早已突破了简单的刚
需，更注重精神的满足，无人经济缺乏这种
温暖的体验式服务。

对标到无人售药机来看，欧建瓴认为
其主要问题在于，售药比较专业，患者希

望得到权威有效的咨询，无人售药机目前
只能做到简单的售卖，无法提供更多服
务。“无人经济仅仅是一种补充，不能纯粹
替代现有业态。它在需要快速解决便利的
特定场景下可能是有作用的，如人流量不
大，或人力成本过大的情况下，无人经济
可以提供一种便利，但如果将其扩大成消
费诉求，那肯定是不符合消费市场的。”欧
建瓴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曾那迦
彭祥萍

两瓶白酒、3沓捆绑好的100元现金、一张存折和
一张身份证，一个不起眼的垃圾袋里竟然装着这些东
西。2016年除夕，捡到它的郫都区红光镇初级中学教
师吕红颖和丈夫顾不上回家吃团圆饭，驱车十多公里
赶往邻镇，誓要找到“乱丢垃圾的人”，吕红颖也因此
成为第五届成都市诚实守信道德模范。

第五届成都市诚实守信道德模范裴忠富，是成都
天府新区宗富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是全国劳
动模范，更是果农们心中尊敬的“农民教授”。30多年
来，为了当初一句“跟着忠富干，保证有钱赚”的承诺，
他埋头苦干，带领农民兄弟种果致富，帮助许多地区改
善了贫穷，更助力新区水果远销海外。

日交易三到五笔
消费习惯有待养成

处方药还未获准销售
乙类非处方药价格持平门店

零售不能脱离其服务本质
无人经济尚需市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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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成都高新区的自动售药机 本报资料图片

吕红颖

裴忠富在发放田间种植技术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