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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7日讯 “急救
乘客、帮助迷路老人回家”。昨
日，长沙11路公交车驾驶员黄
勇在当班期间内，两次遇上有
困难乘客，他没有犹豫，每次
都伸出援助之手，让星城市民
一天内感受到了两次满满的
正能量。

女子公车上昏迷
与乘客联手施救

6月6日13点20分， 黄勇
驾车由南往北行驶，“行至梓
园路口站时，一名乘客跑过来
告诉我，车厢后座一位女性乘
客突然晕倒”， 听到车厢内其
他乘客的呼救后，黄勇赶紧停
车查看，“女乘客50岁左右，当
时已经神志不清了，掐人中都
没反应了。 她边上有一个阿
姨，好像是她的亲友，说‘本来
是打算去玩的’。”

“当时车辆距离湘雅二医
院并不远，我就赶紧把车开到
了医院门口，并和车上的几名
乘客一起把她抬到了路边。”
黄勇回忆到，“犯病的乘客被
抬下来后，我扶着她，然后叫
了车上的一个小伙子赶紧去
医院叫护士来。”

十余分钟后，医院医护人
员抬着担架向公交车跑来，黄
勇说，那个时候梓园路交通流
量较大，公交车停靠路边造成
了严重的交通堵塞。“看到医
生出来后， 为缓解道路交通，
我就驾车驶离了现场。”

黄勇对记者表示：“事发

后， 车上乘客们都很热心，不
仅耐心等待，还伸出援助之手
热心帮忙，我觉得要给他们点
个赞。”

八旬老人走失
协助警察送老人回家

无独有偶。 当日20点08
分，黄勇驾车到达湘江世纪城
终点站时发现，一名80岁左右
的老人仍没有下车。“老人是
在长沙轮渡站上的车，问他去
哪里他也说不清楚，而且说话
也不是长沙口音，我只听懂了
‘邵阳’两个字。”

通过沟通，黄勇发现该老
人的表述很模糊， 对于居住
地，“老人一会说在汽车西站、
一会说在火车站，而且还穿着
长袖睡衣。”面对这种情况，他
赶紧拨打了110。“我估计老人
家是走失了。”

民警赶到现场后，希望通
过书写的方式让老人提供线
索，“但老人仅写下‘李金花’
三个字，说是他女儿，然后就
写不出其他了。” 黄勇告诉记
者，当时老人身上无其他证明
其身份的线索，为保证老人家
安全，并且能及时帮助其找到
家人， 民警将他带回了所里。
这时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了，
而黄勇还有一趟车要跑。

晚上十点多，当黄勇跑完
最后一趟车后，又给派出所打
了个电话，“民警说已经跟老
人的家人联系上了，我就安心
地回家了。” ■记者 丁鹏志

本报6月7日讯 “上当
了，他们都是骗子。”近日，株
洲市民王先生投诉称， 自己
年近八旬的父母被忽悠去听
“名医”讲座，却听信他们卖
的是治病的药，买回来近5万
元的保健品， 万幸的是后来
追回4万元，目前，已联系不
上这伙人。记者调查发现，王
先生的父母购买的两款产品
成本合计仅4640元。

近50000元
买回一堆保健品

今天上午，记者见到了王
先生的父亲王爹爹。 卧室的
床上摆了6袋保健品，一种是
百邦牌天元胶囊， 一种是轩
生堂牌四怀糖脂安胶囊，包
装上注明了“本品不能代替药
物”、“保健食品”这样的字样。
记者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官网查询，两种产品均属
于保健品。

王爹爹说，他和老伴的身
体一直不好，经常去附近一家
健康中心做理疗。5月25日上
午9点多， 他做完理疗回家路
上，一名自称是老龄办工作人
员的男子送给他一张“北京名
医健康讲座”入场券。

次日早上7点， 一辆面包
车来到小区门口，接走了王爹
爹， 车上还有另外两名老人。
到了现场一看， 会议室坐了六
七十名老人。一名自称“清华大
学中医专家” 的人介绍了一些
易发老年病， 接着一名自称
“北京301医院专家”的人开始
给老人看病，此人自称金志永。

“我可以治好你的病，但
是药要多点。”金志永给王爹
爹号脉后， 开了药方， 他还
说，这些药可以降血压，对高
血压、 冠心病等老年病很有
用。于是，王爹爹买下百邦牌
天元胶囊和轩生堂牌四怀糖
脂安胶囊共计55盒，单价898
元， 共49390元。“我当时就
想，这下找对人了，治好了要

去感谢他。”
因为老人身上只带了几

百块钱，这伙人还特地陪老人
到银行取出5万元现金， 并把
产品送到了家。

可是，到家后，王爹爹清
点发现，天元胶囊30盒，四怀
糖脂安胶囊13盒， 总共才43
盒。再一细看，包装盒上全是
写的“保健食品”，并且拨打收
据上的电话也无法接通，这
时，他才意识到被骗了。

所幸事发当晚，儿媳杨女
士联系上对方一名沈姓业务
员，追回了4万元。此后，这名
业务员和金志永的电话一直
处于关机状态。

仅4640元
两款产品利润惊人

记者在北京301医院官方
网站上查询发现，在医院公布
的专家名单中， 并没有金志
永。“我们也打听了，医院查无
此人。”杨女士说。

“零 售 价 500 元 一 盒 ，
1000盒以上的话， 最低200
元。” 记者以要开设一家健康
门店为由，向轩生堂牌四怀糖
脂安胶囊生产厂家郑州轩生
堂药业有限公司咨询此种胶
囊120粒规格的报价。

同时，天元胶囊生产厂家
陕西百年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则介绍，目前市面上
的天元胶囊，大多是三瓶装的
礼盒装，“厂家供货价68元一
盒，销售额上10000以后，还有
5%到10%的返利。”

记者算了一笔账，30盒天
元胶囊的成本是2040元，13
盒轩生堂牌四怀糖脂安胶囊
的最低成本为2600元，成本总
共合计4640元，而王爹爹却花
了49390元。

“成本连尾数零头都不
到，这些人简直是在抢钱。”杨
女士愤怒地说，他们会继续寻
找这伙人。

■见习记者 杨洁规

听“名医”讲座，花5万买回一堆“神药”
揭保健品骗老人“招数”：配发一些赠品，免费提供午餐、旅游……

免费听健康讲座。 有人组织召集中老年朋友到某宾
馆、某单位的会议室，电影院(或大餐厅)集中进行宣传洗
脑，听所谓的健康讲座。

时间较早。一般时间为6时到8时，有的甚至更早。这个
时间的选择是为了避免执法人员的检查， 逃避行政力量
的打击。

配套发一些赠品。如鸡蛋、代金券、所销售产品的试
吃品、衣服和日用品等等。

免费提供午餐。以关怀中老年朋友、增进供需友谊为
名， 为中老年朋友提供所谓的免费午餐借机宣传兜售保
健食品。

免费提供旅游。以关爱老年朋友的名义，组织短期短
途旅游，在旅途中夸大宣传会议营销的保健食品，为会议
营销活动中鼓动诱惑老年朋友购买产品埋下伏笔。

食药监部门提醒，保健食品不是万能的，购买保健食
品要谨慎。 如发现有场所涉嫌保健食品会议宣传营销活
动，可拨打12331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举报。

遇到这五种情形要警惕

急救昏迷乘客、帮迷路老人找到家

公交司机一天内
两次助乘客脱困

本报6月7日讯 日前， 第四代
“黄手环” 免费发放活动在长沙举
行，发放数量为200只。

阿尔茨海默症， 俗称老年痴
呆， 中国大约有1000万人罹患。针
对老年人阿尔茨海默症多发的情
况，2012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
央视新闻中心共同发起“黄手环行
动”公益项目，帮助走失老人早日
回家。记者了解到，新推出的第四
代黄手环具有实时定位、历史轨迹
查询等功能。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口基金会、
湖南省红十字蓝天救援队主办，符
合条件的市民可关注“湖南省蓝天
救援队”微信公众号下载表格进行
申领， 联系电话为18973127590。

■记者 李成辉

帮助走失老人安全回家
第四代“黄手环”免费发放

本报6月7日讯 主汛期里的高
考天气整体还不错。 高考次日，湖
南部分地区午后多雷阵雨天气，可
能对英语听力测试带来影响，提醒
注意防范。

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以晴
好天气为主。省气象台预计，高考
期间湖南气温平稳， 整体天气适
宜，8日至9日省内多阵性降水天
气。8日白天：全省多云，大部分地
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
29℃至31℃；8日晚到9日白天：多
云间阴天，湘中以北部分地区午后
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9日晚到
10日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
阵雨，其中湘中以北部分地区中到
大雨，湘北局部暴雨。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

今日雷阵雨来扰
气温回升注意防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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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爹爹花近5万元买回的6袋保健品，实际采购成本仅4640元。 见习记者 杨洁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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