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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一早，石运平到小区附
近的农贸市场，挑选了丈夫荣大成

最爱吃的几个菜。回到家，石运平

帮荣大成穿好衣服，把他转移到轮

椅上，帮着他洗漱，吃早饭，然后把

他推到客厅看电视，自己则到厨房

做家务。

这是一对 60岁夫妻的生活常
态。他们是西峡县白羽街道居民。

如果用祸不单行来形容这个家庭，

可谓名副其实，如果用相濡以沫来

形容这对夫妻，也可谓当之无愧。

石运平和丈夫荣大成同岁，都

是1958年出生。他们原本是同学，
经人介绍于1981年结婚，婚后育有

两个女儿。夫妻俩闲暇时在一起下

棋，下雨天一块去河边捕鱼，荣大成

以贩菜和开三轮车谋生，日子过得

红红火火。然而，天有不测风雨。

2004年7月9曰，荣大成从内乡贩菜
途经西峡县丹水镇时出了车祸：夜

里大风把树刮倒横在路上，因为三

轮车灯不亮，当时又是凌晨两点多，

荣大成没有看清撞了上去，摔倒昏

迷不醒。后来，一同贩菜的人路过

这里，连忙把他送到医院救治。经

过多次转院治疗，荣大成总算保住

了命，但自脖子以下没了知觉。

荣大成出院后，石运平尽心尽

力地照顾他。翻身、按摩、喂茶喂

饭、擦屎接尿，每半小时给丈夫翻一

次身，即便这样，荣大成到夏天还是

会长褥疮，石运平就精心做好护

理。荣大成大便干结，石运平就用

润滑剂戴上手套抠。因丈夫长期卧

床导致肺部感染和尿路感染，石运

平不仅把丈夫送到医院治疗，还到

处打听民间偏方，只要是针对病症

的，她都要一一尝试。

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在珠海市工

作，小女儿大专毕业本来也有机会

留在珠海工作，但她坚持回到西峡

帮助母亲照顾父亲，现已结婚成家。

小女儿要工作，还要操持自己

的家庭，年近花甲的石运平又开始

日夜操劳照顾丈夫。2012年 5月，
石运平青光眼发作需要马上手术，

不得已，她把丈夫送到了养老院。

她还没有拆线出院，亲戚就打来电

话 说 她 丈 夫 在 养 老 院 昏 过 去 几

次。石运平赶紧出院接丈夫回家

亲自照顾，才使荣大成的病情有所

缓解。

婚姻是苦守清贫的坚持,是相濡
以沫的感动。在采访的过程中，夫

妻俩始终面带微笑。丈夫说，亏得

她照顾得好，若照顾不好早就没我

这个人了；妻子说，照顾他是应该

的，这是我作为妻子应尽的义务。

聊天中，记者被荣大成开朗的性格

所打动，石运平时不时看看丈夫，满

眼都关爱。

荣大成、石运平夫妇相濡以沫

的故事在邻里传播，许多人记住了

石运平说的话：“没有过不去的坎

儿，再难我也要让全家都幸福。”⑥2

爱在风雨同舟 美在相濡以沫

600用人单位师院招贤

4000毕业生
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讯（记者王涵）4月14日，省
毕业生就业市场南阳分市场暨南阳师

院2018届毕业生春季就业洽谈会举
行。来自广东、浙江、北京、上海、郑州

等地的600余家用人单位前来招贤纳
士，提供工作岗位两万多个，约4000
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洽谈会现场，有南阳师院7200多
名毕业生，还有南阳分市场所属其他

5所高校的毕业生，省内外其他高校
部分应往届毕业生也参加了洽谈会。

该校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与往年相

比，今年的洽谈会呈现出用人单位数

量增加、质量高，待遇明显提高，人才

需求数量大等特点。另外，毕业生就

业观念也有所转变，去基层工作、希望

工作地离家近以方便照顾父母等成为

毕业生求职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南阳

师院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成熟度

和创新创业能力。实施“招生—培养

—就业”联动的教育管理机制，提高毕

业生就业质量和就业率。去年，该校

荣获“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

地”称号。⑥5 4月15日，南阳医专举行2018年毕业生招聘活动，300多家用人单位到场选才 ⑥5 本报记者 赵勇 摄

一盒“免费”鸡蛋、一场“专家会

诊”、一次“体检赠送”、一声“爸

妈”……这些暖心的关爱，很可能是

精心布置的消费陷阱。

针对很多保健品公司借会议营

销坑骗老年人的情况，全国多地掀

起整治风暴，广东、四川、重庆、湖北

等出重拳打击，取得一定成效。但

是，仍有不少人明目张胆顶风作案。

近日，记者采访时，多位老人郑

重提醒：“让你妈妈千万别买！”

仅100米左右街道
就有四家“会销”门店

“会销”原本是一种普通的营销

模式，通过寻找特定消费群体，以亲

情服务和产品说明的方式销售产

品。但记者在全国多地采访发现，

“会销”成为不少不法保健食品企业

牟取暴利的重要方式。

在广州市越秀区某社区仅100
米左右的街道上，记者就看到四家

“会销”门店，其中一家的门口贴着

“进店可免费领取鸡蛋、面条”的告

示。店里货架上摆满了南极磷虾

油、高钙羊奶粉等保健食品，一些老

年人正一边免费体验着店里的医疗

器械，一边等待“上课”。这些老年

人称，每天早上他们都会来听课，不

少老人还专门乘坐公交车赶过来。

值得注意的是，课程开讲前，工

作人员竟然将记者请出店外，称公

司规定课程只向老年人开放。记者

尝试进入另外几家门店听课，也被

拒之门外。“我们的产品主要卖给老

年人，你们年轻人不需要来听。”一

家门店的销售人员解释。

按理说，保健食品老少皆宜，为

何偏偏针对老年人，却不让年轻人

进去听课？该社区内一位老太太道

出真相：“老人一进去，他们就说东

西有多好，能治什么病，吹得很神

奇，几个人围着你让你买，而年轻人

一般不容易上当。”这位老年人说，

她从2006年开始花了十几万元买保
健食品，但吃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叫你妈妈不要买哦！”

据了解，通过“会销”销售的保

健食品，利润往往高达十几倍。

2017年温州市鹿城区破获的浙江康
瑞祥生物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虚

假宣传和欺诈销售保健食品案件

中，一盒售价为8280元的纳豆紫苏
籽油软胶囊，其实成本只有几百元。

“会销”诈骗取证难，
建微信群封闭式推销

“‘会销’产品出现问题，主要集

中在推销商品时夸大商品的疗效和

使用效果，但在调查过程中，由于经

营者大多以口头宣传为主，没有更

多的文字宣传资料和视频，对其虚

假宣传的证据很难获取。”广州的一

位执法人员介绍说，“会销”通常不

会存放大量的产品现场销售，而是

收取定金再送货上门，没有进销台

账，不开具合法票据，执法人员查账

无从着手。

为应对执法部门打击，近来，非

法“会销”还进行了“升级”。重庆市

酉阳县工商分局执法人员发现，有

些“会销”没有详细讲稿，只是提纲，

对于产品的功效宣传也是通过暗示

达到的，取证难上加难。

更有一些非法“会销”采取线下

线上结合的手段，线下通过讲课让

老年人加入微信群，在微信群里进

行封闭性产品推销，更增加了常规

执法取证难度。“微信群不是熟人加

不进去，我在群里看到他们发的东

西很夸张，觉得不可信就退了群，但

是很多老年人买了不少东西。”重庆

市渝北区张女士告诉记者。

一些老年人对“会销”的态度也

让执法者尴尬。一些执法人员吐槽，

部分老人对“会销”人员极为信任，对

子女甚至执法人员的劝阻非常反感，

不配合甚至抗拒执法现象屡见不鲜，

常说“我愿意，你管不着”。

加强监管引导，强
化老年人权益保障

一位在广州从事“会销”10余年
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利用“会销”

坑骗行为已经使整个行业受到重

创，正当的“会销”现在很难做，许多

企业和个人不得不转行。

基层执法人员建议，强化市场

监管要加强部门联动，对产品来源、

宣传行为、营销手段等的合法性进

行核查，及时固定证据。同时，应强

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形成打击合力。

此外，应加强基层社区宣传，针

对老年人的消费特点，着力在创新

消费教育、强化消费指导上下功夫，

丰富宣传的形式，引导老年消费群

体科学理性消费，提升其消费维权

意识。⑥4 （据新华社电）

多地重拳打击仍有人顶风作案

保健品“会销”骗局为何屡禁不绝

信息快报�

本报讯 （记者石张楠 特约

记者陈新刚）4月14日，北京联合
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教学科研实

习基地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方城考古整理基地，在方城县张

释之祠揭牌，为深入挖掘研究方

城和南阳等豫西南地区历史文化

文物提供了崭新平台。

方城县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文

物资源丰富，全县共有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109个。该基地以方城县原

博物馆旧址张释之祠和方城县新

博物馆科研保护室为依托，以“加

强南阳等豫西南地区考古资料整

理、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

究、进行文化创意与公众考古体验

活动、配合高校教学科研实习”为

功能定位，努力将基地发展为河南

省文博事业的重要实验室考古基

地和业务培训基地，打造成国家级

的文物科技保护、考古研究和科研

培训基地。⑥3

打造考古科研基地

本报讯 （记者方旭）随着生

活节奏的加快以及消费模式的

转变，很多年轻人在超市购买水

果时喜欢选择保鲜盒内的水果，

然而，这种“保鲜水果”不一定

新鲜。

近日，有读者反映在七一路

某超市购买保鲜盒装菠萝，回家

后切开发现里面已经发黑，不能

食用。虽然超市已做退款处理，

但总是有受欺骗的感觉。随后，

记者根据这位读者提供的线索，

在该超市购买了一份盒装菠萝，

回家切开后果然发现菠萝内部不

同程度变黑。

据业内人士介绍，超市盒装

水果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挑选

外观、口感比较好的草莓、菠萝

等，用保鲜盒覆保鲜膜，销售价格

要高于没有包装的水果。当然，

也存在超市工作人员处理烂水果

“翻包”，即根据水果外貌来处理

不新鲜或是已经坏掉的水果。将

坏掉水果切掉一部分，包上保鲜

膜，再打上当天的标签。居民在

选购时，最好看清保鲜盒上的日

期等时间标识，选择新鲜水果。

对于容易变质的时令水果，最好

购买新鲜的。

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夏永

欣医师表示，果皮是水果的一道

天然保障。切开的水果暴露在

空气中，就会成为细菌等的天然

培养皿。而就切片水果拼盘来

说，其新鲜程度难以保障，处理

水果用的刀具、保鲜膜、餐盒的

卫生状况也无法保障。如果体

质较弱，尤其消化系统不佳的消

费者吃了菌落数和大肠菌群量

过高的水果，很容易引起腹泻等

一系列不良反应。此外，水果中

含有维生素和少量的膳食纤维，

被切开暴露在空气中，很容易造

成营养流失。⑥6

购买“保鲜水果”要谨慎

南阳报业传媒集

团有位于光武路与独

山大道交叉口附近4号
小区南邻桑园路6间门
面房，面积413平方米，
每间面积分别为：71.92
平方米、73.41平方米、
77.73平方米、44.77平
方米、71.80平方米、
70.36平方米，每间结

构均为一室一厅一卫，

可前商后住，适合办

公、商用、开办教育机

构，整体或分割出售、

出租均可。⑥6
咨询电话：

18937773777
15038760000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

光武新村门面房出租、出售信息

我单位就以下项

目进行公开竞价：食堂

用液化气、绿植租摆、

屋面防水、飞行区土面

碾压和基建维修设计

咨询。详情见中国南

方 航 空 采 购 招 标 网

（http://www.csbidding.
com.cn/nhzb/）。咨询电
话：0377-6223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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