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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记者霍瑶 、龚雯)日前，一篇

《一年狂卖 7 . 5 亿的洗脑神
药，请放过中国老人》的文章将
“知名”眼药莎普爱思推上舆论
风口，这款宣传甚广的“神药”，
为何引发不少眼科医生和患者
的质疑？

“神药”看疗效还

是看广告？

“白内障，看不清，莎普爱
思滴眼睛”、“模糊滴、重影滴、
黑影滴”“明亮眼睛，幸福晚
年。”对于莎普爱思的用户尤其
是老年群体而言，这款眼药产
品的广告词并不陌生。

上海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父母眼睛看不清楚的时候，看
了电视上的广告后也问过，要
不买一个来滴一下？一开始我
觉得上市公司的产品应该不
错，后来问了一下医生，赶紧打
住。”

据了解，莎普爱思的通用
名称是苄达赖氨酸滴眼液，适
应症是早期老年性白内障，属
于非处方药品(OTC)，2016 年
滴眼液营业收入 7 . 5 亿元，占
公司营业收入 77%，毛利率 94 . 59%。

“上市之初为处方药，一开始在医院推不开，药物本
身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得不到医生认可，从 2004 年起换
了个 OTC 的‘马甲’，这几年开始铺天盖地做广告宣传。”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崔红平表示，在莎普爱
思的广告里，从白内障到眼睛眩光、黑影、重影、模
糊……好像所有的眼科问题，这款眼药水都能“治”。

该公司 2016 年报显示，“莎普爱思”是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认定的“驰名商标”，还被相关行业协会授
予多项荣誉称号。

但是，这样的光环并没有获得部分专业医生的信
赖。12 月 2 日，公众号“丁香医生”发文称，莎普爱思是
“被眼科医生痛恨的神药”“假科普，真营销，神药摧毁
了大众的认知”……

专家：手术才是治疗白内障的有效手段

针对市场的质疑，莎普爱思 3 日晚发布澄清公告：
“0 . 5% 苄达赖氨酸滴眼液对延缓老年性白内障的发
展及改善或维持视力有一定的作用，疗效确切。”

同时，公告称其产品视频广告经过了浙江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核批准，也取得了相关药品广告
批准文号；在浙江省外发布的广告，在当地的省级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备案，内容符合《广告法》的相
关规定。

然而，此番声明并未给莎普爱思带来口碑上的扭
转，有的医生甚至表示，“这是一场资本与科学的对决。”

医学界认为，只有通过大量临床数据验证，才能得
出“疗效确切”的结论，“有一定作用”的真实含义应该
是“作用有限”，而不是“疗效确切”。针对莎普爱思能治
眼模糊、重影、黑影等的说法，崔红平表示：“这无形中
把该药的治疗范围从白内障扩大到了很多眼病，因为
模糊、重影、黑影可以是上百种眼科疾病的症状，明显
偷换概念，有误导性。”

北京 301 医院眼科主任李朝辉认为，广告中“早期
老年性白内障”、“有点痛坚持滴”等说法，同样容易误
导患者。

“事实上，我们不仅没有遇到一例白内障患者是通
过莎普爱思治好的，反而多次碰到被延误治疗的案例。
一台白内障手术仅需 10 分钟，安装一片人工晶状体就
能解决。但很多患者恐惧手术，而这类药品正好抓住了
这种心理。”受访专家说。

崔红平介绍，在 11 月刚结束的由美国眼科学会
(AAO)主办的 2017 年美国眼科学会年会上，与会的
各国专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
药物可以有效预防或治疗白内障，目前治疗白内障的
唯一有效手段就是手术。

“神药”广告是否涉及虚假宣传？

目前，莎普爱思滴眼液已经普及甚广。崔红平告诉
记者，他的病人中长期使用莎普爱思眼药水的比例高
达 50%，有患者觉得“电视上都播了，还能有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2014-2016 年间，该公司的广告费
用节节攀升，2016 年达到 2 . 62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
26 . 84%；同年研发费用仅为 2902 . 44 万元，占营业收
入 2 . 97%。

“如果实际药效和广告之间存有差异，为什么能够
堂而皇之、铺天盖地地宣传？”一名患者问道。

对此，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表示，《广
告法》规定，产品在进行广告宣传之前，必须进行必要
的质量鉴别，药品、保健品则应由专业的部门来鉴别，
广告主管部门也需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

但某些药品广告运用“暗示适用人群、笼统描述症
状、设计模棱两可的广告语”等宣传技巧，“使得大家对
产品很难直接定性是否存在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或是
欺诈。”有律师表示。

针对相关质疑，浙江省食品药品稽查局 5 日回应
称：未发现莎普爱思滴眼液抽检不合格和有关莎普爱思
滴眼液的违法广告，也没有收到国家总局和外省移送至
浙江省的相关违法广告通告。

专家表示，药品、医疗器械和保健食品关乎每个人
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无论从广告到疗效，相关部门都应
主动作为，加强监管力度，完善有关制度，为百姓健康
和市场规范保驾护航。

新华社贵阳 12 月 6 日电(记者李黔渝、叶含勇)从事志愿服
务活动可以“加学分”；公务员考录、事业单位招聘，有良好志愿
记录的将作为考察标准；志愿服务组织不得要求志愿者提供超
出其能力的志愿服务…… 12 月起正式实施的《志愿服务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你关注了吗？《条例》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法律
地位、规范管理和活动开展等进行了系统规定，将推动志愿服务
制度化、常态化发展。

志愿者活跃在你我身边

“洁妹，谢谢你，跟你聊过后，我心情好多了。”12 月 5 日，四
川崇州市崇阳街道崇庆路社区居民张兰，拉着陈仪洁的手说道。
陈仪洁是社区工作人员，也是一名青年志愿者。正是在她和同事
的帮助下，遭遇不幸的张兰才从轻生的念头中走出来。

25 岁的陈仪洁做志愿者已有 5 年。2013 年，她来到崇庆路
社区工作，有更多时间接触社区居民。心理疏导、平安建设、关爱
空巢老人、植绿护绿……志愿者工作她是回回不落。

“我始终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他人。”陈仪洁说，自
从在成都志愿者网上注册后，她已参加志愿服务 40 多项，累计
服务 50 . 3 个小时。

据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提供的数据显示，到 2017 年 6
月，我国志愿服务团体数量已超过 34 万个。志愿服务组织快速
发展的同时，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也在不断展开，在
社区建设、扶贫济困、环境保护、大型赛会、应急救援等方面，都
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影。

有受访人士谈到，《条例》实施后，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
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将受法律保障，对志愿服务行业发展和
规范都有着促进作用。

提升志愿服务“社会认可度”

贵州爱心之家志愿者支教团创始人王远贵表示，对志愿者
来说，大家也会关心做志愿服务的同时，怎么才能得到社会认
可。他说，《条例》实施前，对志愿服务的评判是主观性的，如果用
人单位或面试人员对志愿服务不在乎或不关注，参与志愿服务
没有说服力，志愿者得不到实实在在的认同。

王远贵有 9 年志愿者实践经验，2008 年至今，他组织招募
525 名义务支教志愿者，赴贵州省 30 余所贫困山区学校长期开
展志愿支教；用募集的 600 余万元资金，为 4000 余名留守儿童、
农民工子女提供了 900 余万人次的免费午餐。

“这几年的实践看来，对于志愿者的权益保障仍是不够的。”
王远贵说，作为一个民间公益组织，能力有限，能提供给志愿者
的只有人身意外保险和证书；在乡村学校，除了不用考虑吃住问
题，其他所有的开销都是志愿者自费；如果缺乏激励机制，志愿

者的积极性难免会受影响。
这种“自己凑钱义务活动”的情况逐渐在好转。现在，贵阳市

6 个区县政府购买贵阳公众教育环境教育中心志愿服务，作为
“第三方监督”，包括对环保部门执法的监督，对政府履职情况的
监督。贵阳公众教育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成德说，这就是社会进
步的体现。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党秀云认为，《条例》实施后，积
极的政策引导与政府支持，将有利于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各种
社会资源，有助于志愿服务文化与理念的普及，形成多元合作的
志愿服务供给模式，志愿服务将逐渐步入常态化与社会化的发
展轨道。

推动志愿服务发展还需做更多

虽然我国志愿服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因
素，在协同发展、平衡发展、组织建设、激励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不
足，影响和制约着志愿服务健康发展。

“有的公司打着志愿者的旗号征召廉价劳动力”“有的志愿

组织以志愿服务、慈善为名，实际上是为了个人或团体利益”“有
的单位或部门强迫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一些受访人士谈
到，当前，我国志愿服务事业还存在活动不够规范、权益保障不
够有力、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条例》出台对规范志愿服务
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赵津芳说，根据《条例》对志愿服

务行业组织的法律地位和功能作用的定位，未来志愿服务行业组
织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要承担更多的行业责任。

黄成德认为，《条例》的出台是重要的进步，期望有更具体更
明确的实施细则。他举例说，从事环保公益活动的志愿者十分不
易，有时需要在企业周边蹲守、在山上或臭水沟旁边搭起帐篷，
甚至还可能受到不法分子干扰、攻击等。一旦志愿者发生人身危
险，具体由哪个机构如何认定事件性质并进行法律保障，目前还
没有明确。此外，公民的义务劳动被尊重被认可，该如何体现，还
强调得不够。

黄成德表示，当“志愿光荣”有了法律保障，积极倡导志愿服务
成为全民行为，是精神文明进步的未来方向，“人人都参与志愿服
务，才会真正明白为社会做贡献的意义，会有光荣感和认可感。”

有了法律保障，志愿服务约起来！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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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记者张辛欣、赵丹丹、杨静)纸尿
裤是新手妈妈的一道难选题，买什么，怎么买，存在大量盲区与
误读。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纸尿裤销量超 300 亿片，国产品牌仅
占三成。如何在纷繁市场中挑选纸尿裤？为何国产品牌“兜”不住
中国宝宝的小屁股？新华社记者近日对纸尿裤市场进行调查。

小小一片纸尿裤，多少谜团在其中？

一片纸尿裤能够引起婆媳之争，这并不夸张。家住长春市二
道区的靳女士就为此烦恼。从日本品牌到德国研发，进口超市到
电商海淘，攻略做了十几页，宝宝还是出现“红屁股”。婆婆则认
为不勤俭持家，甚至担心纸尿裤用久了会出现“罗圈腿”。

纸尿裤的争议几乎出现在每个婴幼儿家庭。“既有理念差
异，也有市场混乱带来的误导。”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江曼霞说，在欧洲、日本等地，纸尿裤使用已 40 余
年，经过科学论证和理念普及。而我国观念尚未形成，加上收入、
环境的不同，会出现认知差异。

我国一二线城市约七成婴幼儿佩戴纸尿裤，三四线城市、农
村等地比例更低。而婴幼儿纸尿裤年消费量达 349 亿片，有
2000 余个品牌。不少品牌在标识、产地、说明上也很难区分。

一些广告容易给消费者带来选择障碍。“比如，个别厂商会
将水倒进纸尿裤直观判断好坏。然而，纸尿裤并非只有吸水一个
指标。”江曼霞说。

同时，纸尿裤行业进入门槛较低，不少小散乱企业混迹其

中。“投个几十万元就能做，还有一些微商直接和工厂对接。”一
位纸尿裤行业从业者说。

江曼霞说，我国很早就建立起纸尿裤国家标准体系，也对企
业生产、行业秩序严格抽查、暗访。但大品牌规范易，小作坊把控
难。“大量小散乱企业，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纸尿裤也是“外来和尚会念经”？

调查显示，本土品牌仅占纸尿裤市场份额 33%，近七成为
洋品牌。仅宝洁一个品牌就拥有 28% 的份额，排名第一的本土
品牌恒安占比不足 10%。刚刚过去的“双 11”，花王、尤妮佳等国
外品牌纸尿裤位居海淘前列。长春一名二孩妈妈说，大女儿出生
时她选日本产纸尿裤，小儿子出生时则是欧洲产纸尿裤。近几
年，她在海淘纸尿裤上花费 2 万多元。

国产纸尿裤和国外品牌究竟有什么差别？中国产业用纺织
品协会副会长郑俊林认为，在材料、设计、工艺等多个方面，我国
与国外并无太大差别，市场上叫得响的国外品牌也都在中国拥
有制造基地。“很多国际品牌材料供应商是国内企业。”他说。

不过，在制造设备、工业体系和抗菌抑菌功效上，我国产品
与日本、欧洲等还存在差距。江曼霞说，国内企业以中小企业居
多，研发投入有限，品牌建设、市场培育意识有待加强。

百亿量级市场，国产品牌如何发力？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婴幼儿纸尿裤人均消费量仅是日本的
三成，预计 2017 年市场规模将超 400 亿元。随着二孩时代来临，
未来 5 年消费量将保持超过 10% 的年均增长率。面对百亿量级
的市场，国产品牌如何发力？行业秩序如何规范？

核心还是要把产品做好，提高附加值。“欧洲、日本迎来老龄

化社会，本土需求下降，纷纷瞄准中国市场，推出高端、差异化产
品。”江曼霞说，抓住消费升级，提高产品品质，向中高端领域扩
容，是国产品牌发展趋势。

国产纸尿裤品牌恒安研发总经理王添辉告诉记者，恒安研
发超薄吸收性材料和生产机台，可让纸尿裤更加吸水透气，并且
将生产效率和质量大幅提高。目前正在建设大数据中心，根据用
户需求进行差异化供给。

昱升、爹地宝贝、倍舒特等多个国产品牌也在布局个性生
产，根据宝宝性别、年龄、地区等提供更精准的供给。此外，多个
厂商瞄准可降解、天然等更加环保的材料，在安全上“做文章”。

加强行业监管，保障消费者权益是底线。“一方面，要推进多
样化的销售渠道和方式，满足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更要对生
产、渠道，特别是电商渠道进行监管，净化市场环境。”江曼霞说。

年销超 300 亿片，近七成洋品牌

国产品牌纸尿裤为何“兜”不住中国宝宝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记者高鹏)靴子终于落地！在经过
一系列调查取证、会议磋商后，国际奥委会终于做出决定，禁止
俄罗斯代表团参加明年的平昌冬奥会，但允许清白且成绩达标
的俄罗斯运动员以个体名义参赛。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也
是国际奥委会权衡各方利益后的选择。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称，这一决定是基于《施密德报告》做出
的。这份报告是由瑞士原联邦主席施密德领导的一个 5 人小组
经过长达 17 个月的调查取证后完成的。国际奥委会称，该报告
披露了“俄罗斯在 2014 年索契冬奥会期间帮助其运动员掩盖使
用违禁药物的行为，包括更换尿样和修改药物检测结果”。

对于这样的结论，国际奥委会或早有心理准备。早在一年多
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就发布调查报告称，俄罗斯体育部门参与
操纵了索契冬奥会及其他在俄罗斯举行的大赛的兴奋剂检测。
面对欧美一些体育组织“应对俄罗斯全面禁赛”的呼声，国际奥
委会十分慎重，长时间未做决断，里约奥运会也最终允许俄罗斯
代表团参赛。

国际奥委会自然有苦衷。一方面，国际奥委会历来对兴奋剂
持“零容忍”态度。管理机构操控反兴奋剂工作，涉及近千名运动
员，如此行为，不施以全面禁赛，难以服众。但另一方面，奥运会
四年一次，实现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团聚，也是国际奥委会秉持的
理念。作为冰雪强国，若俄罗斯整体缺席平昌冬奥会，势必使比

赛精彩程度大打折扣，平昌冬奥会也注定成为一届不圆满的冬
奥会。为了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国际奥委会用心良苦对清白的
俄罗斯运动员网开一面，使其免受株连之苦。正如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多次强调，要给每一位运动员以“个体正义”，不能以“集
体责任”侵害个体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届奥运会，来自遭国际奥委会禁赛的
国家(地区)的选手，都是以“独立的奥林匹克运动员”身份参赛。
但国际奥委会 5 日的声明称，符合条件的俄罗斯运动员可以参
加平昌冬奥会，无论参加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都将被冠以
“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称谓，他们将身穿带有这一字
样的比赛服参赛。一个是“独立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一个是“来
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两相对照便知，国际奥委会对俄
罗斯已是手下留情。

但另一方面，国际奥委会对俄罗斯体育官员毫不容情———
俄体育部官员被禁止出席平昌冬奥会，曾任俄罗斯体育部长的
穆特科和副部长纳戈尔内赫终身不得参加奥运会，取消索契冬
奥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切尔尼申科在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中
的职务，暂停俄罗斯奥委会主席茹科夫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
长期以来，因兴奋剂事件受罚的多是运动员，国际体坛一直有人
呼吁也要严罚背后相关的官员和教练员。国际奥委会的这一处
罚决定可谓切中要害。

回顾这两年，从里约奥运会前大批俄罗斯田径选手被查出
使用兴奋剂，到此次索契冬奥会期间掩盖系统性使用禁药行为
被曝光，在欧美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下，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严
重受损，其中，国际政治角力的影子若隐若现。不过，正所谓苍蝇
不叮无缝的蛋，俄方也应当深刻反省：如果不是当初为争夺荣誉
铤而走险，哪来今日之辱！对于世界体坛，这都是一个警示。

在国际奥委会做出决定之前，外界普遍担心全面禁赛会引
发俄罗斯抵制平昌冬奥会。截至发稿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
人表示，在作出任何有关俄运动员是否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决定
之前，俄方还需进一步分析评估国际奥委会的这份罚单。依记者
之见，俄罗斯抵制的可能性并不大。一来，奥运会是运动员一生
奋斗的目标，抵制奥运会和剥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权利同样
不得人心；二来，毕竟是自己做错了事，反击的底气不足；三来，
平昌冬奥会后不久，俄罗斯将要在家门口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此
时抵制了冬奥会，恐怕将为俄罗斯世界杯的顺利举办带来更大
隐患。

严厉处罚已出，但体坛也不会从此太平。毕竟，体育的阴暗
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俄罗斯有违规的选手和官员，国
际体坛同样出现过阿姆斯特朗、本·约翰逊、琼斯这样的“药罐明
星”和美国邮政车队集体用药的案例。重要的是，利剑高悬、引以
为戒。

手下留情的严厉制裁 国际奥委会面对俄罗斯难题的慎重抉择

俄罗斯代表团被禁止参加平昌冬奥会

“我们不仅没有

遇到一例白内障患者

是通过莎普爱思治好

的 ，反而多次碰到被

延误治疗的案例。一

台白内障手术仅需 10

分钟。但很多患者恐

惧手术 ，而这类药品

正 好 抓 住 了 这 种 心

理。”受访专家说。

▲ 12 月 2 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启幕之前，一名志愿者在乌镇街头做指引工作。 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