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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洁）近日，《乐
动蓉城》惠民音乐会——高雅音乐
走进战旗社区，为居民带来了一场
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

演出以交响乐、弦乐、独奏等
表演方式为主，乐团演奏的《小白
杨》、《我只在乎你》、《夜来香》等经
典曲目让观众陶醉其中，男女独声

唱、魔术表演更是将整场演出推向
高潮，演出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
观演居民纷纷表示，通过“高雅艺
术进社区”，普通居民有了零距离
接触高雅艺术的机会，对提高居民
们的艺术修养，丰富群众性精神文
明生活是有积极作用的，希望高雅
艺术能够常进社区。

“川AXXXXX的车主您好，昨
天早上因为您久久不愿移车，我赶
时间打车上班还是迟到了二十分
钟。车费我就不要你给我了，贴这
个告示是想提醒您，以后保安来叫
您 的 时 候 ，是 真 的 有 人 在 等 您
……”日前，记者在光华村某小区
的楼道里看到了这样一则告示，出
于好奇，记者找到了告示的主人秦
先生，向他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
脉。

秦先生所住的地方是一个老
小区，没有固定的停车位，但是一
直以来院里的人都是按照地形特
点有秩序的停车，倒也相安无事，
而且场地利用也相对紧凑。本以
为这样停下去也没问题，可就在星
期一早上，秦先生按照往常的时间
准备去开车上班时，却发现一辆马
3端端正正的横在自家车面前，“完
全挡住了路，车不移开，我的车就
出不去，而且找了一圈，车上连个
紧急挪车的联系电话也没有，真是
急死人了！”秦先生在一家企业上
班，考勤严格，每周一又是例会时
间，对他而言，迟到是件很麻烦的
事情。正在秦先生着急的时候，保
安过来告诉他，他们知道这是哪个
业主的车，已经有人去通知业主来
挪车了，秦先生松了一口气，就在
车旁耐心等候着，可是眼看着10分
钟过去了，马3车主还没现身，害怕
迟到的秦先生只好放弃开车，打了

个车去上班，然后完美地遭遇了早
高峰，迟到了二十分钟。事后秦先
生得知，因为头天晚上是周末，马3
车主玩得太晚回来没找到车位，就
随便找了个地方停，没想到正好挡
住了秦先生的车出去，早上去叫他
时还睡得迷迷糊糊，所以迟迟没有
下来。秦先生很生气，为了自己一
时之便乱停乱放，完全没考虑到别
人，太没公德心了，“万一被他挡住
的人真的十万火急的事呢。”所以
秦先生写了那则告示贴在楼道，希
望马 3 车主能看见，也希望能提醒
其他开车的人不要再乱停乱放。

其实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
高，汽车已不是什么稀罕物件，大
部分家庭都有一辆作为代步，所以

“车多位少”成了一个必然的矛
盾。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车主，几
乎都有过或遭遇过乱停车的情况，
不过大部分车主也表示，如果实在
迫不得已没在正常车位上停放，也
会留下联系电话，随叫随到，尽量
不给别人添麻烦；而对待久叫不理
的车主，大家也有高招，例如打车
出门，保留车票找乱停车主报销；
或是拍照存证，以物管公司的名义
电话拖车，然后找乱停车主报拖车
费等。不过不管哪一种，都难免会
伤害到邻里情，毕竟同住一个小
区，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停车各
归各位才是最好，“车主何苦为难
车主”呢！ （刘洁报道）

乱停乱放车挡道
车主大呼“出行难”

“我的门禁卡丢了，去物管那边要卡，
他们非要收30块钱一个，太贵了，于是我
就求救了万能的淘宝，没想到在网上十块
钱就能搞定了。”家住优品道小区的李金
宇告诉记者，复制门禁卡既然可以这么方
便，就不用去物管公司那边跟他们周旋
了，还省了二十块钱，何乐而不为呢。租
住在水木光华的一住户告诉记者，租房的
时候房东没有给他们门禁卡，一开始觉得
不办也没什么问题，后来发现有诸多不方
便，每次都被保安盘问。“于是就借了隔壁
邻居的门禁卡去外面复制，五块钱就搞定
了，以后也不用看门卫脸色。”

有人觉得很方便，也有人开始了担

忧，住户没有了安全感，也为物业公司的
人增加了工作难度。

“如果这么方便就能搞定一张门禁
卡，以后小区里面的安全隐患岂不是增
加多了，这样不法分子就可以随时自由
出入小区了。”一住户告诉记者，“为了小
区的公共安全，应该抵制这种事情。”

某物管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
们公司有规定，免费提供给他们三到四
个门禁卡，如果业主还需要多的门禁，我
们就要收取相应的费用。面对门禁可以
随便复制的情况，我们物管公司也非常
为难，我们能做的是平时多留意一下可
疑人群，不给违法分子可乘之机。”

门禁卡被曝可复制 街头小摊不到半分钟完成

小区第一道防线之困

本报讯（记者 刘洁）为提高社区居民
护绿、环保意识，共建绿色社区，日前，府
南街道石人南路社区开展了以“绿色进我
家”为主题的文化宣传活动，为社区居民
讲解常见盆栽植物的养护和繁殖。

活动现场，来自凤凰园林的工作人员
用精彩丰富的 PPT 分别从植物的光照、
水分、通风、温控、修根、防虫、配土、上盆、

给水等各个方面为大家详细讲解了不同
植物的养护问题。随后，社区工作人员还
向辖区居民发放了植树节倡议书、垃圾分
类等宣传资料近70余份，宣传绿化、环保
知识，呼吁居民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
高辖区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努力改善生
态环境，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现在，不少小区都安装了电子门禁系统，贴上
智能化标签的同时，门禁卡也被认为是安全的防护
卡。可日前央广网曝光了门禁卡可复制的消息，现
在市场上复制一张门禁卡比配钥匙还简单，一分钟
克隆完毕。不仅是门禁卡，小区的停车卡也是可以
被复制。那么，门禁卡到底禁住了谁？对住户来说
有什么困扰，记者做了一番调查。

石南社区：提高环保意识共建绿色家园 战旗社区：高雅艺术进社区

青羊区某律师事务所杨晓刚律师
表示，门禁卡的复制，目前并没有哪个
法律规定予以规制。也就意味着它不
一定就是违法行为。主要看行为人所
从事的复制行为和他之后的违法犯罪
行为是否有相关结合。要想预防的
话，设置门禁卡的单位和生产门禁卡
的企业就应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能够识别假的门禁卡，让门禁卡不被
容易的复制。

业内人士呼吁，对于门禁卡这样
的智能钥匙，呼吁公安机关也应该重
视纳入到像钥匙一样的监管范围。
在市场上复制、经营门禁卡的业务应
该事前去公安机关的特行管理部门
取得备案。杨晓刚表示：如果这种行
业严重损害到公共安全，或者说是威
胁到了公共安全，相关部门应该及时
出台新的政策以适应新的形势。

（何梦里 陈静报道）

专家表示——不违法 但威胁公共安全

电子门禁被认为是“家的安全防
线”，只有持有门禁卡的人才能在楼内
自由出入。但是这些有身份识别功能
的电子门禁，在街头配钥匙的小摊就
能轻松复制。

记者在某网站上输入复制门禁卡
几个关键词，弹出很多网页，十块钱就
可以搞定一张新的门禁卡，而且还可
以选择不同样式和各种花式的卡套。

除了在网店复制门禁卡以外，在
市场上也能轻松复制。记者搜集了平
常常见的圆盘式、卡片式等三种门禁
卡，走进光华村的一家五金店，询问店
主是否可以复制这种卡片。店主看了

之后，说别说门禁卡了，停车卡也能复
制，而且价钱也不高，和网上的价钱一
样，同样是十块钱。

店主当即拿出一个所谓的“感应
卡拷贝仪”，将母卡和新卡放在感应
区，按下读取和拷贝两个键，不到半分
钟，门禁卡就被复制完成了。记者又
拿出另一张卡片式门禁卡，这次放在
感应卡拷贝仪上却读取不出任何信
息。于是，店主便拿出一台功能键设
置更为复杂的拷贝机器。同样的操作
流程，只是多了一道解码程序，很快便
完成了加密门禁卡的复制，并称，加密
卡50元。

调查发现——十块钱搞定复制卡片方便简单

居民反应——方便的同时没有安全感

为促进卫生监督移动执法终
端更好为一线监督工作服务，近
日，省、市卫计监督执法部门来到
青羊，就青羊卫计监督执法大队移
动执法终端试点工作进行调研。
听取相关汇报后，调研组一行对青
羊区执法终端试点工作中取得的
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希望青
羊在力争政策支持、技术支持、经
费支持的同时，也要充分运用好信
息化高科技手段，在卫生计生监督
领域充分发挥功效。 （张静）

近日，青羊区卫计局组织机关
和基层党员志愿者参加了青羊区
党员援助中心、成都义工联合会举
办的以“为梦奔跑”为主题的筹款
公益活动。区卫计局共组织了 20
名党员志愿参加了义跑活动，为白

血病等重大疾病的患儿、患者奉献
爱心。 （张静）

为了提高公众对青光眼的认
识，近日，青羊区府南金沙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在战旗社区开展了主
题为“打败盗取视力的窃贼· 青光
眼”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活动
中，共发放“告别眼疾，正确护眼”、

“6 个不易察觉的糖尿病症状”、等
健康宣传资料100余份。 （张静）

日前，府南金沙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与锦屏社区计生协会联合开
展了“女性生殖健康”专题讲座，详
细讲解了中老年人日常保健方法
以及女性生殖健康方面的相关知
识，并发放了“女性养生原则”、“中
老年妇女保健方法”等健康教育资
料100余份。 （张静）

剧情：刘贤妃正值怀孕之时，之前韦贵
妃多次逼迫她喝滑胎药“五行草”，令贤妃
几度滑胎终身不能生育。

点评：五行草又名马齿苋。常生在荒地、
田间、菜园、路旁。临床上，马齿苋有治疗肠

炎、治疗钩虫病，小儿单钝性腹泻，治疗小儿百
日咳等功效。但由于马齿苋极寒性的特点，有
习惯性流产史的妇女或早期怀孕的妇女最好
不要食用。但临产前又属例外，多吃马齿苋，
反而有利于顺产。 （张静整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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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古装剧，有的人喜欢看历史故事；有的喜欢看奇
葩剧情新编；还有的喜欢看剧中人物勾心斗角……但在现
实生活中，有些人因为喜爱某些影视剧，而对剧中神秘的
中草药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一些剧中的“良方”的
确符合中医药知识，但更多的是为了达到剧情需要的效
果，并不靠谱。尽管影视剧制作方、播出方有提醒观众不
要尝试，但现实生活中，不免有少数沉迷于中的观众对之
追捧。本期小编就来盘点一下部分影视剧中的“神奇”草
药，提醒市民切勿模仿尝试食用，以免引发不良后果。

剧情：在该剧第一集中，莒姬的媵侍向
氏怀孕，皇后指示女医挚在安胎药中放了

“淡竹叶”。 幸亏莒姬认出，称淡竹叶名为
“碎骨子”，“骨能碎之，言其下胎之烈性。”

点评：中医古籍包括《本草纲目》，确实

记载过“碎骨子”，能清热，利湿, 有滑胎之
效，属孕妇禁忌药。但作为流产药，加上每
个人个体体质不同，究竟要用多大的量，才
能起到效果，成功率或者有效率有多高，却
并不明确。

剧情：姝公主在公园采花时被毒蛇所咬，
幸好芈月公主用嘴吸毒后，并且在附近找到了
牛舌草，咬碎后敷之。后经过女医挚诊断，称

“幸好芈月相救，否则要费一番周折了。”
点评：牛舌草是紫草科狼紫草属和蓝

蓟属植物。为一年生纤弱草本，见于田野
和沙质地上。牛舌草味苦，性寒。可以清
热解毒，外敷，捣烂敷可用于乳房红肿。但
用于解蛇毒还是有点夸张了。脾胃虚寒者
慎用，孕妇与经期妇女禁服。

剧情：:当慈禧太后问喜来乐还有什么
药方时，一个太监突然牙疼了起来，喜来乐
说:“用一粒花椒，用疼的牙咬住就可止痛!”
太监当即试用，马上就止住了痛。

点评：此法载于《本草纲目》附方中:

“治虫牙疼痛，烧酒浸花椒频频漱之。”从现
代医学观点看，花椒能止牙痛是因为它具
有局部麻醉、止痛作用，所以只可用作止痛
剂对症治疗，疼痛缓解后，还是要及时就
医。

剧情：剧中喜来乐给王爷治流鼻血的
病，将蒜捣碎后，敷在脚心，果真立马见效。

点评：喜来乐给王爷治鼻血的做法是有
根据的，中医上叫做“引火下行”，也确实对了

剧中王爷因上火引起鼻子流血的病因。不过，
并非所有流鼻血都可以采用这种偏方，例如：
白血病、血小板低下、鼻咽癌等也会造成流鼻
血，所以还是要通过医生诊断后，对症下药。

剧情：徐侍郎家大摆寿筵，徐太夫人却
因东厂的人闯入而受刺激，突然中风。通
于医理的允贤用缝衣针施针于手指、耳穴、
人中及脚趾，放血救人，还开了药方。

点评：十指放血又称“十宣放血”，可以

用于中风闭症引起的昏迷急救，而中风闭
证可以用中医温灸的方法治疗。这样的方
法只适用于急救，普通人很难根据症状来
辨证，没经验的人来处理风险非常大，遇上
这样的病人，最好赶紧送到医院。

剧情：允贤被困狱中时，想在狱中救治
重病女犯，却没有药材治病，于是狱中的药
婆告知偏方，用鸟粪、指甲、蚯蚓可以清热
解毒，治疗咳嗽，最终成功救治女囚。

点评：鸟类粪便入药在中医古籍中由
来已久，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中，记载可用

鸡屎做成药酒来治疗鼓胀。还有《金匮要
略》中的“鸡屎白散”，即用鸡粪便中白色的
部分治“转筋”。然而，这些都是古人在缺
医少药的情况下，根据生活经验，应对疾病
的方法。并且，也并不是所有鸟类的粪便
都可以作为中药材入药。

近日，记者从青羊区卫计局获
悉，2016 年 3 月-6 月期间“60 岁及
以上户籍老年人肺炎疫苗接种补
助项目”已正式启动。接种采取知
情自愿原则，辖区内户籍适龄老人
可拿上有效证件，在指定的预防接
种门诊中就近选择前往。

· 接种人群：成都市户籍 60 岁
及以上年龄人群及5年内未接种过
肺炎疫苗者

· 接种时间：春 (3-6 月)、秋
(9-12月)

· 接种疫苗：国产 23 价肺炎链
球菌多糖疫苗，每位受种者接种 1
剂次，有效免疫力5年

· 禁忌人群：对疫苗中任何成
分过敏者；任何发热性的呼吸系统
疾病；处于慢性病急性发作期时推
迟接种；严重心脏和肺部疾病的病
人接种慎重及其他临床医生认为
不宜接种的情况。 （张静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静）近日，为
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医务
人员医德医风水平，成都第一骨
科医院在医院党支部书记谢富林
的组织安排下，积极营造廉洁行
医氛围，在医院内张贴了“本院拒
收红包”、“医药代表谢绝入内”、

“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等
廉政标语，让全院职工在工作中
能自觉抵制拜金主义、收受“红
包”、开单提成、乱收费等恶劣行
为，以廉洁自律、廉洁行医为准
则，以服务人民群众为宗旨，强化
勤政廉政意识。

强化廉政文化建设强化廉政文化建设
营造廉洁行医氛围营造廉洁行医氛围

惠 民 通 知

60岁及以上户籍老人免费接种疫苗啦

《芈月传》——淡竹叶可滑胎？

《芈月传》——牛舌草解蛇毒？

《神医喜来乐》——花椒粒治牙疼？

《神医喜来乐》——大蒜抹脚上能治上火流鼻血？

《武媚娘传奇》——五行草可滑胎？

《女妃名医传》——中风急救用十指放血?

《女妃名医传》——鸟粪入药能活血散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