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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玩童有个造梦工厂

多地允许便利店开卖非处方药

来次风险体检测测受骗指数

本报讯 现在，北京市民
买治疗感冒等常见症状的药
物，找有经营资质的便利店
就能解决。12 月 1 日，位于
北京朝阳区的京客隆京捷生
鲜工体东路便利店获批《药
品经营许可证》，成为北京首
家开卖非处方药的便利店。

非处方药分为甲类和乙
类两种，其中乙类非处方药
的安全性相对更高，包括止

咳镇痛药物、胃肠道用药、清
热消炎类药品等。便利店一
般属于24小时经营，卖非处
方药尤其能为市民晚上购药
提供方便。不过，北京的便
利店卖非处方药是有条件
的，比如朝阳区规定，只有

“大型商圈或大型购物商场
经营的连锁便利店、且（药
品）经营面积不低于20平方
米”才可以申请。为保证用

药安全，北京规定便利店卖
非处方药必须配备药师。

允许便利店经营药品，
北 京 不 是 第 一 个 。 早 在
2011 年，四川成都 WOWO
便利就陆续在其 200 多家
门店中开辟了 OTC 药品专
区。2014年，福建莆田多家
24 小时连锁便利店设置了

“便民药柜”。2017年，辽宁
沈阳也允许连锁或特许方

式经营非药品的企业申请
销 售 乙 类 非 处 方 药 。
WOWO 市场部相关人士表
示，顾客购买药品的主要时
间在晚上9点后。业内人士
认为，乙类非处方药品种相
对而言很少，且便利店不能
刷医保卡，便利店开卖非处
方药虽是惠民之举，但对药
店冲击并不会太大。（文/温
淑萍 赵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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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63岁的宋鸿是个名副
其实的老玩童，他会制作各种各
样的木质玩具，还在自家阁楼上
建了一个木作造梦工厂。

在老宋的造梦工厂里，大大
小小的工具至少 500 件。老宋
做了很多玩具，各种车、存钱罐、
印章盒、首饰等，看着精致，摸着
很有质感。他展示一只才完工
的啄木鸟——轻轻一碰，啄木鸟

就会顺着杆子向下啄木，触发翻
滚木块、木筒倒珠、犀牛下坡、小
人下梯。“你看你看，它们嗨起来
了！”老宋玩着自制玩具，笑得像
个孩子。

老宋还开了公众号，注册了
抖音，介绍自己的手工作品。有
企业请老宋去当顾问，被他拒绝
了。“做这些事，就是随心。”老宋
说。（文/吴娟 图/李化）

北京丰台区卢沟桥街道
近日迎来一场独特的“体
检”，现场既无医生，也没医
疗器材，几个问题就能测出
参与者是否容易受骗。原
来，这是街道联合专业维权
律师事务所共同开展的“老
年人权益风险体检”。

受骗后追钱太难了

在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
老年事务部主任张志友看来，
做这样的“体检”非常有必要。

张志友所在的北京老年
维权服务工作站仅去年接待
的 涉 老 咨 询 就 达 2451 人
次。通过法律援助进入司法
程序的案件里，刑事案件占
比达 48%，且以非法集资案
件和诈骗案件为主。

说起近年来帮老人维权
的案例，张志友最大的感触
是：“钱太难追回了！”他曾接
待一对80多岁的夫妇，去年
卖掉北京的房子入住河北燕
郊一家养老院。听人推荐一
个投资文化园的理财项目年
利率15%，老人心动投了10
万元，一年到期后本金返回，

还赚了 1.5 万元利息。于是
第二年他分两次投资 51 万
元，结果全打了水漂。老人
最后虽然赢了官司，但对方
公司账户内没有任何资金，
钱根本追不回来。

提前发现风险十分重要

也有些老人自信地认为
自己不是容易上当的人。比
如湖南长沙59岁的李爱兰，
她对理财公司、保健品销售
公司推出的免费旅游、免费
领奖品的活动来者不拒。“我
就是去拿点奖品，出去玩
玩。我自己有控制力，不会
去买那些推销的东西。”

在张志友看来，像李爱
兰这样，风险其实很大。几
次免费活动下来，老人很可
能因周围的环境改变原有的
态度，最终“失守”。“在现实
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老年人寻求法律帮助
往往是在事发之后，具有严
重的滞后性；老年人手中缺
乏证据，有些连最基本的证
据都没有，不论是报警还是
诉讼都很被动。”张志友认

为，中老年人提前发现潜在
的法律风险十分重要。

自己给自己做“体检”

结合张志友的观点与大
量现实案例，我们整理出10
道“防骗自测题”，请您来测
测自己的受骗指数（答案附
后）。全部为判断题，每题 1
分，得 3 分以下，急需学习；
4-6分，有待提高；7-8分，恭
喜及格；9分以上，较难被骗。

1.凡说自家保健品能让
病情好转的广告不能信。

2.一般地方电视台的保
健品广告不能轻信，但能上
中央电视台广告的保健品多
少会有一定的作用。

3.只要加强警惕，即使
时常出入免费讲座、免费体
检等场合，也可以得到实惠
礼品而不上当受骗。

4.只要看到老中医不会
告诉你的真相、高科技专利
技术、祖传秘方、免费领取保
健仪器等说法，心里就一定
要打个问号。

5.买理财产品时，“高收
益、低风险”的承诺是首要

的，公司注册信息是次要的。
6.每次签订涉及个人财

产安全的协议时，都必须详
细地审核合同内容，并在签
订前反复咨询律师或家人。

7.网购、邮购高价格产
品时，如果商家不能提供发
票或者盖章的收据，则一定
存在问题。

8.现在电话诈骗很多，
遇到涉及大量钱款难以判断
的事情，一定要和子女、家人
商量。即使相信对方真的是
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公务
人员在电话里要求你对子女
隐瞒，也不能马上配合。

9.市面上的许多“纯天
然”食物其实并非天然的，而
是加了许多添加剂。真正的
纯天然食物是可以安全放心
的食用的。

10.在微信上关注自己的
都是好友、熟人，偶尔提到自
己的真实姓名或联系方式也
无伤大雅。（本报记者陈坤）

2018年
十大流行语揭晓

本报讯 3日，《咬文嚼字》
编辑部公布了 2018 年十大流
行语，它们分别是：命运共同
体、锦鲤、店小二、教科书式、官
宣、确认过眼神、退群、佛系、巨
婴和杠精。（文/张曦）

防骗自测题参考答案
1√2×3×4√5×
6√7√8√9×10×

冬天上火多吃萝卜
本报讯 每到冬天，不少人

的“火”就“噌噌”往上冒。北京
中医药大学亚健康科主任彭
玉清表示，这是内热之火，多
是脾胃之火。冬季预防上火，
首先要避免进补、吃甜腻和油
腻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食
物，多喝水。冬季最好的蔬菜
是萝卜，萝卜通腹气、宣肺气，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预防上火。
（文/贾晓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