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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参会听讲座
却买了堆高价保健品
已取缔关停23家 责令整改19家

本报讯 （记者 杨荣） 说是去参加会
议、讲座，到最后却买了一堆保健品……近
年来，在余杭辖区内，以中老年群众为主要
销售对象，以会议营销模式销售保健食品、
按摩器械等经营行为不断增多。其中，部分
不法经营者为赚取高额利润，通过虚假宣
传、夸大宣传等方式进行非法销售，引发较
多投诉。

日前，记者采访了参与会议营销的袁阿
姨。袁阿姨每天都会去学校门口接孙女，一
天，有人给她发了一张宣传单，称只要去听
讲座即可免费领取到鸡蛋等小礼品。第二
天，袁阿姨来到了指定地点，果真领到了鸡
蛋，随后她留下个人信息，成为了店内的一
名会员。一段时间下来，只要袁阿姨消费或
带去新顾客，还有免费的礼物拿。正是因为
这样的“套路”，袁阿姨越陷越深，买的保健
品家里已经堆不下了，她还拉着身边的朋友
一起参加。

今年8月起，区市场监管局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会议营销整治专项行动。本次整治
行动主要依托镇街“市场监管”平台，充分发
挥网格作用，以临平、良渚、仓前、五常、余
杭、闲林等镇街为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排查，
并联合公安、属地镇街进行联合执法，实施
动态监管。截至目前，已出动执法人员770
余人次，排查检查142家次，取缔关停23家，
责令整改19家，立案查处1家。

前段时间，市民张女士因此事给临平街
道送来了一面印有“四平台效率执法 为民
解难除诈骗”的锦旗。原来，张女士的婆婆
近半年来经常去保健路上的某医疗器械店
听课，陆陆续续买了高电位治疗仪、羊奶粉、
松茸菌等各种保健品，花费近5万元。无奈
之下，张女士向临平街道综合执法平台反
映。在该医疗器械店，各部门依法查处24
台高电位治疗仪并当场进行扣押，老人当时
才惊醒，明白自己被骗了。

无独有偶。一封感谢信寄到了临平市
场监管所，这位女士在信中这样说道：“婆婆
因为受了保健品销售单位的宣传，在保健路
某保健品店购买了远高于市场价的‘能量
石’‘嗜喱胶’‘净水器’等，并且还要继续购
买更高价的产品，家人劝导也听不进去。看
到你们对涉嫌违法经营的保健品会销经营
单位进行关停，让老年人的身心得到了解
放，也警醒了婆婆，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为了防止死灰复燃，余杭区市场监管局
印制宣传海报宣传资料5万余份，并联合多
个社区举办防范非法会议营销暨“放心消费
在余杭”知识讲座；在日常检查中对中老年
群众进行正确宣传引导，提高消费者自我保
护意识等。

此外，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在购买保健
品时，特别是老年消费者，可以向相关部门
咨询，不要偏听偏信经营者的宣传讲解，要
掌握相关的维权知识，防止上当受骗，提高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14岁女孩捐骨髓:我要救我爸爸》后续报道

“请救救我爸爸，我不想他离开”
张子函，挺住！临平五中发起一场刷爆朋友圈的爱心接力

一个女儿的决心 “哪怕只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坚持下去”

一个妻子的无助 “他是我们家的天，女儿和我都需要他”

2017年4月，张子函的父亲张
伟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m2，
一家人都不敢相信这个噩耗。经
过多次化疗，乐观的张伟身体有了
好转，回到家吃中药调理。但没想
到，今年4月，他的病情再次复发。

随着张伟病情的反复，一年多
的时间里，这个40岁的男人消瘦了
不少。期间，作为长女的张子函只
要一有空，就帮着妈妈做家务、照

顾妹妹，给爸爸捏捏腿、洗洗脚。
一下子，张子函好像长大了，懂事
了许多。

“爸爸不怕我就不怕，我要救
爸爸！”张子函在得知骨髓与父亲
张伟匹配成功后，她紧皱的眉头舒
展了。她对父亲说：“老爸，14年前
你给了我生命，现在让我来报答
您，哪怕只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坚
持下去。我们有同样的基因，我相

信用我的骨髓一定能医好你。”
张子函有个 5岁的妹妹，和她

一样懂事，虽然对爸爸生病的事还
不太明白，但每次打电话给爸爸时
都会问：“你有没有乖乖吃药？有
没有多喝水？我在幼儿园很乖，是
不是我听话了你的病就好了？”每
每与两个贴心的女儿通话后，张伟
就会打起精神，他说自己一定要战
胜病痛，看着两个孩子长大。

自从丈夫患病后，这一家四口
的经济来源只能靠裴雪一个人，她
既要照顾住院的丈夫，还要照顾两
个女儿，一有空闲就去打零工。一
年多的时间里，这个 36岁的女人
好像一下子老了。

“患病至今，我们总共花了 20
多万元，现在住院每天的花费在
2000元左右。”谈起张伟的后期治
疗，裴雪很无助，“女儿和她爸爸配
型成功给了我们全家人希望，但造

血干细胞移植还有很大的资金缺
口，能借的亲友都借遍了。”

裴雪说，丈夫是一个非常善良
的人，经常去献血，有时候还会带
着女儿一起去。张伟曾跟女儿约
定，等张子函年满18岁，他们父女
俩要一起去献血。

为了报答好心人的帮助，张伟
有了捐献遗体的想法。他把这个
决定告诉妻子时，裴雪从内心是不
能接受的。“他是我们全家人的天，

我和女儿都需要他。”最终，裴雪
被张伟说动，她决定跟丈夫一起捐
献遗体。昨天，她特意去了一趟区
红十字会，了解了造血干细胞和遗
体捐献的事情，并带回了两份“遗
体捐献志愿书”。

“丈夫生病前，虽然我们过得
并不富裕，但平淡幸福，现在我和
女儿只盼着他能赶快好起来，我们
还像以前一样过日子。”说这句话
时，裴雪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裴雪手机中唯一一张一家四口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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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二

能在上海遇见卢二是种小确幸。
深秋的雨有点冷意，复兴中路两旁的法

国梧桐已经开始落叶。黄色的叶子点缀在
青石板人行道，边上是保持旧风格的店铺，
宛若走进了胶片世界。在欧式花纹的铁门
前驻足，一幢小洋楼 跃入眼帘。木地板上
我们的脚步声显得格外清晰，欧式建筑的木
门，墙柱，会议桌，活动室、阳光房、连廊，步
步入画，步入了上海的无边风情里。

在卢二的日子里，我们进入课堂，参加

研讨，观摩各种培训，旁听行政会，和学校管
理层面对面交流，与陈瑾校长深入对话，在
小资情调的校园里感受海派教育的温度和
深度。

始终觉得，教育需要有情怀的教育者，
教育管理更需要有情怀的管理者。陈瑾校
长便如斯。她执守一个美丽的愿景：在卢湾
二中心小学这片梦开始的地方，携手近百名
教职员工辛勤栽种、努力耕耘，让校园绿草
如茵、鲜花常开，展现出高雅经典又不失精
致时尚的人文气息，成为学习、工作和生活
的亘古天堂；二中心小学的教师能成为作诗
引凤的人，能赋于平凡的事业爱与想象，使
生命充满灵动与希望；二中心小学的学生人
人都能成为人中智者，将来无论从事何种职
业，都拥有诗人之心、哲人之思和行者之能
……站在梦想展翅的舞台上，陈校长开展了
大胆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在传承“少而精教
学”、“美育”、“综合探究活动”三项学校特色

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智慧型学校”的办学目
标，完成卢湾二中心小学从“务本”到“尚智”
的美丽转身。

如果说，陈校长是领航人，那么在卢二，
有一群保持向上的追梦人。卢二的教师发
展目标定位为“能立足自身发展优势，围绕
学校办学理念，定位自己的专业标杆，提炼
自己的教学主张，用专业提携幸福，以智慧
破解难题，向智慧型教师迈进。”学校以智慧
型课程方案的优化为契机，以学科规划为载
体，要求教师从专业发展想起，构建覆盖全
校全学科的发展规划体系。为更好的打造

“智慧型师资”发展的需要，为学校的“智慧
型团队”提供优质的人才资源作保障，学校
特制订“琢玉行动计划”。“琢玉行动计划”成
长过程列入三级阶梯：“入格-升格-风格”。
入格对年轻教师，成长目标为校级骨干教
师；升格对应有经验教师，成长目标为区级
骨干教师；风格对应已评为区级骨干以上教

师，为“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培养打造平
台。课堂上，研讨中，走廊里，随处可见忙碌
的身影，他们朝着自己的方向，用力生长着，
幸福着。

都说，校长最大的梦想就是老师和孩子
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陈校把梦想的种子
赠给了老师，更点亮了孩子们的蓝图。“二中
心学生成长三十事”，每个卢二的孩子都如
数家珍。学校把社会实践活动、科技活动、
艺术活动打造成项目课程，作为学生了解社
会、拓展技能、培养意志品德的基本途径，潜
移默化地探索学生智慧成长。学校有两间
工作坊，有锅碗瓢盆，有木工缝纫工具，这是

“一日创意实践活动”地点，各年级制定实践
方案，创意手工、创意美食、小家务，这一天
成为了学生“零负担”的快乐实践日，打造出
不少小小设计师，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呵护和挖掘创意思维。上海寸土寸金，上海
的学校也不大。卢二有三间搭在过道里的

阳光房，一间是手工坊,一间是种植园，这不
仅是校园文化的打造，更是学生行为习惯、
责任感的培养。“窗边的小苗苗”行动从一年
级到五年级，引导孩子们努力守护好自己的
小苗苗，成为一名小小园艺师，让苗苗陪伴
自己茁壮成长。德育润物无声，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书包行动”、“课桌行动”、“箱子
行动”、“光盘行动”……立足这些细节，让学
生成为自理能力强、有责任感的人。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天空不会留下
鸟飞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教育无痕。在我
的眼中，教育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事业，它彰
显出伟大的人格；在我的心中，教育是一项
散发人性光辉的事业，它涵盖着人生的价
值。它让我们有憧憬，有未来。迈步在教育
的寻梦之路上，思考、碰撞、回味……为着淳
朴的愿景、为着永恒的信念，或喜、或忧，在
理想与现实间编织着我的教育梦想，一路追
寻。

追梦教育
余杭区乾元小学 唐桂英

跟岗研修学校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

详询95527或银行网点客户经理
（理财专线89188113/ 89188585）

浙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地址：
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532号
垂询电话：89188109/89188443

89188680/89188701

本广告内容仅供客户参考，并不构成

本行的任何要约、承诺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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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理财1万元起售 预期收益高至5.00%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1号182天型

永乐2号365天型

永乐2号182天型

理财子单元代码

AD2422

AC3438

BD2385

BC3537

业绩比较基准/
预期年化收益率

4.98%

4.95%

5.00%

5.00%

起点金额

双十二特别款大众客户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新客户专属款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双十二特别款高净值客户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高净值新客户专属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认购期

12月6日
-

12月12日

12月6日
-

12月12日

风险等级

低风险

较低风险

病魔无情，余杭有爱。我们衷心希望，同时呼吁社会各界的好心人士行动起来，伸出援手，用善行为张子
函一家送去关爱，帮他们渡过难关。

聚水成河，积沙成塔。我们相信，爱的力量能创造又一个生命奇迹。让你我的爱心汇集成延续生命的暖
流，为这个14岁的女孩和她父亲点燃希望。

爱心账户：6230910199005256488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张伟 支付宝账户：13738033011

昨日本报2版刊登了《14岁女儿捐骨髓：我要救我爸爸》，张子函
捐髓救父的事引起广泛关注，有不少热心读者拨打晨报新闻热线
8008571600了解详细情况。

记者昨天走访了张子函所在的学校，得知临平第五中学第一时间
为她发起了捐款倡议，全校师生共筹得64618元，目前这笔善款已交
至张子函母亲裴雪的手中。

记者 王杨宁 杨荣

一次爱心的接力

大家一起圆她的救父梦想

11 月 28 日，临平第五
中学微信公众号上推文
《2019，她的梦想是：救爸
爸》，这条信息被师生和家
长纷纷转发至朋友圈，发起
了一场爱心接力。

当张子函得知老师同
学为她捐款时，她感动得泪
流不止。张子函向班主任
叶会彬请求，给她一次当面
感谢大家的机会。站在讲
台上，她哽咽着说：“谢谢大
家，父亲患病之后，我们班
的同学一直都在安慰我，今
天所有师生主动为我捐款，

我不知该如何感谢，我一定
会记住大家的帮助。以后，
等我有能力了，我也要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
些真诚的话语，感动了每一
位师生，感恩的种子也悄悄
地种进了每位同学的心里，
生根，发芽。

叶会彬说，张子函不仅
在家里懂事乖巧，在学校里
也是一位勤奋学习、追求上
进的优秀学子。临平五中
的全体师生希望能尽小小
的绵薄之力，以实际行动帮
助她一家走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