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责编 / 余敬存 版式 / 张峰 校对 / 张峰 2019年7月9日 星期二时报/国事

□新华社记者 翟永冠宋佳 尹思源
在中考体育考试之前，广东一所

中学的学生小林很焦虑：“离考试只
有几天了，靠训练肯定没法达标。”
听说网上卖的一种“体测神药”可以
提高成绩，他决定试一试。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随
着中考、高考以及公务员考试的体育
测试密集进行，少数身体素质不佳的
考生通过吃所谓“神药”提高体测成
绩，网上不法商家的兴奋剂生意
火热。

■“体测神药”网上销售火热，
有的微商一上午接三四单

在网上联系到卖家后，小林花
300元拿到一袋“体测神药”。没有外
包装，没有文字介绍，小林不知道自
己拿到了什么药。

为顺利过关，在体育考试之前，
小林硬着头皮服下了卖家口中的“兴
奋剂”，体育成绩也确有提高——

“吃了以后感觉耳根子有点发热，运
动能力比平时要好一些，200米跑成
绩提升了 1秒左右，跳远项目也比平
时远了10厘米左右。”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一些考生
利用兴奋剂提升运动能力，借以通过
相关体育测试。他们有的是因为公务
员考试，某些岗位需要进行体能测
试；有的是因为中考或高考。据了
解，有的地方考高中时体育成绩纳入
总分，部分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
在校考中增设了体育科目测试，一些
高校规定大学生毕业体测达标才发放
毕业证。

在网络上，多名兴奋剂卖家介
绍，最近每天都有咨询和买药的人。

“一般春季和夏季是销售旺季，冬季
是淡季。”一位卖家告诉记者，“前一
段时间，每天都有好几个考公务员的
为了体测找我买药。”

一位微信上的卖家，把客户的下
单截图发给记者，有时候一上午就能
有三四单。

国家对兴奋剂目录所列禁用物质
实行严格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非法生产、销售、进出口。但记者调
查发现，卖家手里的药品均出现在国
家相关部委公布的2019年兴奋剂目录
公告中。

还有卖家出售一种人工合成的
甲状腺激素，具有促进新陈代谢
和发育，提高神经系统兴奋性的
作用。据了解，目前同类药品属
于处方药，不允许在网络上随意
售卖。

■记者暗访：兴奋剂价格从数百
至数千元，卖家推荐用药计划表

记者在网上搜索看到一个博客公
开售卖兴奋剂的消息。虽然博客已
封，但首页依然可以看到“买卖运动
兴奋剂”字样和卖家的QQ号。

记者添加该 QQ 号后发现，QQ
主页内有兴奋剂相关的详细介绍，
并展示有购买者提高体育成绩的
反馈。

卖家告诉记者，兴奋剂根据项
目不同分为短跑、长跑、力量、精
神类等多种类型。“所卖的是运动
兴奋剂，专注于提高人的爆发力和

耐力，不是别人售卖的运动补充
剂。”

卖家表示，兴奋剂有很多种，有
比赛当天用的，有提前几天用的，也
有平时训练用的。有口服的，国产的
200元一份，进口的有400、600、800
元三种，不包邮。注射用的兴奋剂是
进口的，3000元一支。“进口的药品价
格贵但效果好，国产的药品性价比
高。”

记者又联系了其他多位卖家。有
些卖家根据不同的比赛项目，不同的
使用者情况，来推荐药品怎么吃、吃
多少。“身高体重告诉我，我会做一
个用药计划表，你跟着表格服用就
好。”

售卖者一般都拿出好几种药物让
买家同时服用，而且这些药物都以百
片起售。其中一位卖家给出的“组
合”，全套下来要1500元左右。

卖家称，这些药品都是从国外进
口的，在国内正常渠道很难买到。

“我卖的都是欧洲正品，是从欧洲走
私带回来的，假一赔十。”一位卖家
告诉记者，并在微信上发来了药品图
片。记者看到，药盒上标注欧洲生
产，没有中文标识。

■体测使用兴奋剂伤害健康，破
坏考试公平

据了解，一些考生已因在考试
中使用兴奋剂被查处。2018 年国家
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在官网公布
信息，两名女中学生田径运动员在
高校体育特长生招生考试中被发现
使用了违禁药物。这两名学生中，
一名在 2018 年 1 月 13 日招生考试的
药检中被发现使用了 “司坦唑醇代
谢物”；另一名在考试中被查出使用
了“美雄酮代谢物”。这两种物质均
属违禁药物。

与此同时，目前，学校考试和公
务员考试中，大部分的体测并不会检
测兴奋剂，这也让一些人敢使用兴奋
剂而不担心被发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
授吴晓林表示，在体测过程中使用兴
奋剂是明显的作弊行为，破坏了正常
的考试秩序，对于遵纪守法的考生严
重不公。

专家介绍，服用兴奋剂会对身体
造成伤害。有卖家忽悠说：“基本不
会对身体有损伤，实在担心可以配合
护肝片一起吃，抵消损伤。”但一位
体育科研人员表示，无论甲状腺激素
药物还是类固醇药物，都会影响正常
肌肉激素的分泌，严重的话会直接影
响人的身体健康。

天津市儿童医院的专家告诉记
者，处于发育阶段的青少年，使用兴
奋剂后可能会产生十分严重的人体器
官和功能异常，随意服用可能因为身
体条件缺陷产生心率过快，甚至导致
猝死。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要加强对兴
奋剂黑市的打击力度，监管部门要切
断违禁药物的流通渠道，加强对网络
平台的监管，对于被投诉的平台要追
究审核责任。此外，提醒家长和学生
不要为一时的考试分数伤害身体
健康。

不法商贩兜售“体测神药”谁来管
□新华社记者 郭强梁军 周楠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
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
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

记者在部分农村调查发现，在各地大
力整治下，当前盲目攀比、大操大办现象
有所好转，但仍存在进一步“降温”空
间。基层干部群众和有关专家建议，在整
治婚丧陋俗中要标本兼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把反对铺张浪
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等作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移风易俗，树立
乡村新风。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长埠镇木马村老
年协会主席凌象松说，如今村里制定了村
民公约，对红白喜事办酒的规模、菜品和
乡亲随礼进行了规范，盲目攀比、大操大
办的现象少了。

记者在甘肃庆阳、平凉等地5个乡镇
6个村庄采访也发现，高额彩礼问题实现
了从过去“没人管”到如今“多人管”，
一些地方的彩礼规范失序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对于要了高额彩礼的，村里会去找
女方家里谈。过去村里的彩礼要十几万
元，现在控制在八万元左右。”平凉市泾
川县王村镇光明村村文书吕怀继说。

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三封寺镇，当
地出台了规范办理婚丧事宜的文件，倡导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除婚
丧嫁娶外，老人小孩生日、新房落成等其
他事宜不办，如要办理，只能邀请直系亲
属参加。三封寺镇华一村村民刘忠立说，
现在人情负担大为减轻，很多家庭每年的
人情费用从一万多元减少到两三千元。当
地镇政府统计发现，以前每户每年人情开
支平均 1.85 万元，现在降到了 5550 元，
全镇8500户居民可减少支出1个亿。

一些地方还通过村委会、红白理事会
等，督促村民按照有关规定操办红白喜
事，对不遵守“硬杠杠”的村民，村委会
将取消其家庭或个人参评“和谐五星”

“好婆婆”“好媳妇”等荣誉资格。
“彩礼本来是两家人商量的结果，具

有一定的隐蔽性。”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
彭原镇义门村党支部书记翟浩军说，一些
家庭不愿配合，也不利于红白理事会开展
工作。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陈文胜认为，一
些地方政府出台婚丧礼俗细则初衷是好
的，但也要认识到，许多千年陋习并非一
朝一夕就能转变，在移风易俗中要注意工
作方式方法，既要创新思路，又要因地制
宜，充分发挥群众的自主性，让政府、社
会与公众各安其位，标本兼治整治婚丧陋
俗，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生
根。

记者采访看到，一些地方坚持宣传
教化在先，通过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引
导群众观念转变，推动移风易俗取得成
效。在甘肃陇南，当地农村将抵制高额
彩礼的观念融入地方传统剧种花灯戏
里，教化村民移风易俗。在江西省鹰潭
市余江区，今年举办了多期“媒婆”培
训班，从彩礼来历，高额彩礼引发的民
事纠纷、刑事案件等方面进行宣讲，倡
导文明婚嫁新风。

部分基层干部群众认为，整治婚丧陋
习还需有针对性地补短板，提升农村公共
服务水平。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崆峒镇太
统村村委会出资，在村内修建了220平方
米的便民事务用房。便民事务用房由后厨
区和用餐区组成，专供村民办理红白喜
事。太统村红白理事会会长杨世忠说，村
里提供场地后，村民几乎不在外面大操大
办，有效遏制了攀比之风，减轻了村民婚
嫁负担。

新华社上海7月8日电（记者 王辰阳
杜康）距离《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简
称《条例》）7月 1日施行已过去一周，面对

“你是什么垃圾”的灵魂提问，上海人这一
周的作答情况如何？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表示，共开出了199张罚单。

7月 1日至 7日，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共出动城管执法人员 18600人次，
开展垃圾分类执法检查10100次。行动过
程中，教育劝阻相对人 7063起，责令当场
或限期整改3521起。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各类生活垃圾
分类案件共199起，其中约58.8%是因为未
设置生活垃圾分类容器，37.2%是因为未
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其余还有未分类运输
案件 5起、未分类驳运案件 2起、随意倾倒
生活垃圾案件1起。

据了解，医院、学校和党政机关等的垃
圾分类工作情况较好，其次是居民住宅区，
问题最多的还是商场和企业等人流量偏大
的地方，这些区域监督垃圾分类的人员力
量有限，执法也比较困难。

在上海市华阳路街道，辖区内龙之梦
购物中心的垃圾分类进展比较顺利。华阳
路街道城市综合管理中心副主任戴一卿介
绍，商场是辖区垃圾分类工作的重点推进
单位，早在去年就已经在宣传推广垃圾分
类工作。“不分类就不清运垃圾”的原则，也
让商场等区域对垃圾分类的工作更加重
视。

“《条例》施行后仅一两天，我就发现辖
区内某小区的垃圾分类效果明显有所改
善。”戴一卿说，当然垃圾分类不可能一蹴
而就，更重要的是居民垃圾分类习惯的养
成。《条例》的施行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现在辖区内垃圾分类的居民参与率能达到
九成，准确投放率达到八成。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
长军指出，不管是商场等人流量密集的场
所还是普通的居民区，最重要的是因地制
宜做好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让扔垃圾的
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中拥有垃圾分类的意
识。《条例》的施行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现
在的垃圾分类是“动真格”的了，带动全民
投入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

婚丧陋俗如何标本兼治

垃圾分类“硬约束”首周上海开出199张罚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