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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自己变得更苗条，开始吃减肥

药，刚开始效果不错

●停药后体重出现反弹，不得不继续吃减

肥药，如此反复，陷入恶性循环

●吃药减肥的7年时间里，花费了二十多

万元工资，体重却从最初的50公斤涨到了100

公斤

女子花20余万元买药减肥
从 50 公斤“减”到 100 公斤

9 日下午，在北京西站地区管委会
市政管理处，笔者又以车主身份咨询

“地下停车场收费过高”的问题。管委
会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北京西站南广场
地下停车场不属于管委会的管辖范围，
收费由丰台区发改委定价。

当天下午，笔者以车主身份咨询了
北京市丰台区发改委价管科，一名工作
人员表示，像北京西站南广场地下停车
场这样的停车场，政府已经放开价格管
控，目前由公司自行定价，并表示这种
定价“没有上限”。这名工作人员说，目

前政府管的是路侧的停车，像西站南广
场这种路外的停车场以及居民区的停
车场都已放开，由企业自主定价。

笔者注意到，2015 年 12 月，北京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交通委员
会、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
下发《关于本市停车收费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京发改〔2015〕2688 号）。《通
知》第一条规定：本市驻车换乘停车场、
占道停车场（含立交桥下停车场，下同）
停车计时收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按照
现行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并按属地进行

明码标价牌统一编号。其他各类停车
场停车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不再办理
停车收费相关手续。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院长
陈艳艳认为，定价开放虽属于市场行
为，但北京西站是基本的交通枢纽车
站，停车场的定价还需作一些考量，比
如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具体情况得按
照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适当提高收费，
问题不大，但要根据设施的供需情况去
定价。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为了减肥，小莉还尝试过中药、针
灸、火疗、埋线等疗法，但依然收效甚微。

“至少在医学上，没有任何药物是推
荐用来减肥的。”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仲
说，与医学上有计划的减肥相反，减肥药

物往往是利用减肥药的副作用，要么遏
制食欲、要么增加排泄，来达到快速减肥
的效果，但这种疗效却不能稳定、持久。

“无论广告做得多好，但减肥是长期坚持
的系统工程，就像读书一样，是缓慢积累

的过程，不可能小学读完就读高中。”
医生们提醒市民：“减肥要持之以

恒，不是一朝一夕，减重不是靠吃药或减
肥产品来达到目的的。”

来源：《成都商报》

从 18 岁到 25 岁，四川宜宾女孩小
莉（化名）从 50 公斤长到 100 公斤。她
不是没有减肥，7 年以来，她将工资悉
数用来买减肥药，累计多达二十余万
元。

近 日 ，小 莉 选 择 到 成 都 来 做 手
术。从药物减肥到医学减肥，小莉经
历了太多，坐在病床上，她希望告诉别
人不要轻信药物减肥。

“我们按照亚洲分型，她属于一个重度
肥胖患者，现在还合并有脂肪肝、多囊卵巢
月经不规律，还好血压稳定……”成都的一
间病房内，医生向旁人介绍着小莉的病情。

“多囊卵巢导致不排卵，这样下去未来做妈
妈是很困难的。”医生一边说，小莉却低着
头，对于 7 年前身高 160cm、体重 50 公斤出
头的她来说，现状让人难以接受。

小莉打开手机，大家看到几年前的照
片。彼时她留着齐眉刘海，脸上有些婴儿
肥，身材并不胖，与现在比起来判若两人。

“很苗条、漂亮！这次来了就努力减回去！”
一旁的护士鼓励着小莉，她很开心，然后又
翻出更多曾经的照片。“现在呀，拍照只敢拍
头，但头也显得有点大！哈哈哈！”小莉开起
了玩笑，医生说，她一直是个乐观的姑娘。

小莉是宜宾人，18岁时便离开学校和父
母到社会上打拼。一开始，她在影楼做婚纱
摄影，体重在这期间长到 160 斤。近两年，
她转到一家快递公司做管理，经常为了应酬
而大吃大喝，体重继续长到了 200 余斤。但
大吃大喝只是令她长胖的因素之一，两天
前，小莉在门诊讲述自己吃减肥药的经历
后，医生都被吓了一跳。

“流行的减肥药基本上都买过，数不清
到底花了多少钱了。”打开购物APP，翻着购
买记录，小莉向笔者讲起她的减肥心路。小
莉现用的网购平台账号上，能看到的购买记
录只有三四个，小莉边笑边说：“之前的账号
被封掉了，因为给了太多差评。”

“那个时候，XXXX（一款减肥药）很流
行嘛。”7年前的一天，一则电视广告吸引了
刚刚出社会打拼的小莉，为了让自己的身材
更苗条，她节省出工资第一次买了减肥药。
这次的减肥效果其实不错，但停药后很快却
反弹了，小莉又通过电视广告继续购买其他
减肥药。

这几年，小莉迷上了网络购物。通过百
度、微博、微信等网站和APP的推广，她接触

停车场停车4天被收费2210元
近日，市民张先生在北京西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遭遇“高价收费”，停车 4 天被收费

2210 元。笔者实地探访时，停车场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该停车场所属公司为私营企
业，运营成本较高，所以未设置价格封顶。丰台区发改委价管科回应笔者称，政府已放
开价格管控，该停车场由企业自主定价，这种定价“无上限”。

7月 4日，市民张先生从北京西站乘
火车去外地旅游，为了回来的时候可以
直接开上自己的车，他决定把车停到北
京西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我经常在
机场停车，那边是一天封顶 80 元，我想
着西站也不可能太贵。”

7月 8日，张先生回京开车出停车场
时，电子牌显示停车时间为 110 小时 32
分，应缴费 2210 元。“我当时就蒙了，还
以为自己看错了。”张先生说。

他随即询问收费员收费标准问题，

收费员告诉张先生，停车场几天前刚刚
更换了收费系统，就是 20 元一小时，上
不封顶。张先生又拨打了价格举报电话
12358，对方表示，这种地下停车场，企业
拥有自主定价权。

而当张先生向对方索要发票时，收
费员却表示微信支付没有发票。张先生
表示要报警处理，随后对方给了他一叠
6元钱的发票。

另一名市民韩先生近日也在北京西
站遭遇了类似情况。韩先生说，他 7月 6

日中午 12 点半左右将车停在北京西站
地下停车场，“停车时我没有看到收费
指示牌，入口处除了喇叭自动播放‘只
按钮，不拿卡’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

7月 8日晚上 7时，韩先生回到停车
场取车，出口显示“时间 55 小时 56 分，
应缴费 1115 元”。韩先生很不解，停了
两天就要 1000多元，他问收费员怎么没
有任何过夜的提示，对方表示没有，只
有每 15 分钟收费 5 元的指示牌，还告诉
我，有人一次交了 5000多元停车费。”

7月 9日下午，在北京西站南广场地
下停车场入口处右侧，笔者看到一块收
费公示牌，上面显示该停车场的“全天
临时停车收费标准”为：小客车每 15 分
钟收费 5 元，不足一个计时单位不收
费。此外，在入口计费处与出口处皆有
该收费公示牌，但公示牌上未提示是否
有单日停车费上限。

“没有提示，那就是没有封顶。”停
车场的一名工作人员称。笔者以车主身
份了解到，此停车场的全天收费标准相
同，皆为每 15分钟 5元，一小时 20元，停
车一天则需 480元。

“我们这边车站比较大，有些人把车
停在这儿不管，停一个月左右，给我们
工作造成很大压力。北京站、南站和我
们都是统一定价，价格差不多，只不过
我们是属于私企，运营成本高，所以没
有封顶。”停车场一名工作人员称，“国
家政策是价格放开的，我们的收费标准
不违反国家法律，国家规定是不足 15分
钟不计费，我们也是这么实行的。”工作
人员称，如果事先说好，可以给予一定
的停车优惠，停车两天收费 600元。

这名工作人员告诉笔者，北京西站
北广场停车场的费用略低，且有单日封

顶费用。随后，笔者在北京西站北广场
5 号停车场看到，该停车场收费每日有
封顶。入口处的收费告示牌上显示，小
客车的分钟停车收费与南广场地下停车
场相同，也是每 15 分钟 5 元。但与南广
场地下停车场不同的是，北广场 5 号停
车场设有单日封顶费用，在北广场 5 号
停车场的地下停车场，小型车的最高限
价为 254 元/24 小时；在地面停车场，小
型车与大型车的最高限价为 315 元/24
小时。笔者注意到，该收费告示牌明确
显示“本停车场属于企业自主定价停车
场”。

7年判若两人 多种并发症缠身

从50公斤“减”到100公斤

到更多的药物。“我在一个网
站上搜了几次减肥，它就一
直给我推荐各种减肥文章和
减肥药。”小莉说，这样的推
荐也出现在微博和微信，她
出于试一试的心态购买过其
中大多数，“只要看到过，基
本上都买过，万一哪种有效
呢？”

但现实和广告的差距总
是很大，体重始终在停药后
反弹。小莉曾质问过某减肥
产品的客服，为什么广告说
不反弹，但又总是反弹？“然

后客服给我搭配了更复杂的
套餐，药效更猛，有时包括
了好几种药。”小莉说，的确
有款减肥贴让她一个月减了
29 斤，但最终体重是渐进式
增长，在越吃越胖中恶性循
环。

7年来，小莉买减肥药到
底花了多少钱？“每月工资三
五千，公司管饭，除去日常开
销，二十多万元。”除此之外，
为了买减肥药的她还欠着网
贷几千元，信用卡也月月都
还。

医生：靠吃药达不到真正减重的目的

杨凡

停车4天被收费2210元

单日收费不设上限

企业自主定价从何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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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在为小莉作检查医生在为小莉作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