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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爱心回馈
胃肠检查进入无痛时代

据统计，中国13亿人口，肠胃病
患者就有1.2亿，其中中老年人占70%
以上，消化性溃疡发病率10%，慢性胃
炎发病率30%，四川省每年新发癌症
病例超过20万，死亡约16万，约占总
死亡构成的1/4，其中胃癌、大肠癌患
者都呈现增长状态。

很多市民都不知道，像胃痛胃胀、
反酸烧心、吞咽困难、打嗝嗳气、口苦
口臭、消化不良、便秘便血、拉肚子等
不适的症状表现，有的就是从炎症发
展成糜烂、溃疡，甚至引发出血、穿孔、
梗阻等，长期不治很可能发展成恶性
肿瘤，比如胃癌、肠癌，造成不可挽回
的后果。

现在，随着医学发展，胃肠检查已
经进入无痛时代，甚至不插管，检查方
便又高效，患者在睡梦中，就能完成对
食管、胃、肠道的检查。智能胶囊内
镜，只需吃下一颗小胶囊，就能一次性
对整个消化道进行全面的检查，非常
仔细。MK胃功能四项（早癌早筛），
这些都不需要插管，没有任何痛苦，老
人、小孩、心脏病、高血压等患者都能
做。

为号召全市人民积极参与胃肠保
护工作，做到“早检查、早诊断、早治
疗”，保护和关爱自己的胃肠健康，
96111健康热线联合成都三甲知名胃
肠医院，特开展“爱心回馈 胃肠检查
全年5折”公益活动，幽门螺杆菌、无
痛胃镜、肠镜、MK四项（早癌早筛）全
年检查只需要五折，预约申请电话
028-96111。

不久前，巫俊（化名）在成都
一家加油站加油后刷卡付费时，
被告知银行卡没有足够余额。

“怎么可能呢？我明明存了钱进
去的。”巫俊很纳闷，随即到发卡
银行进行查询。

一查惊出一身冷汗，就在
他加油的前一天，该银行卡
在武汉有一笔提款记录，金
额为9900元，并收取49.5元的
取款手续费。人在成都，银

行卡在身上，钱却在武汉被
提走了。

随后，巫俊将发卡银行告到
法院，要求全额赔偿被盗刷的款
项。11月5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成都市郫都区人民
法院获悉，法院审理认为，银行
作为未尽到该义务，应承承担
70%的赔偿责任，即被告应向原
告赔偿6964.65元。一审宣判
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痴迷物理 成都男孩保送清华最牛专业

初三开始痴迷物理

争分夺秒学习
记者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见到

了王彦臻。刚刚在重庆结束的第
34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决赛
中，他一路披荆斩棘，在理论考试
中取得全国第7名，理论考试加实
验考试荣获决赛金牌，并入选国
家集训队。不过获奖后的小伙子
并没有松懈，在等待采访的时间
里，仍然抓紧一分一秒在老师办
公室学习。

“我选择了清华大学计算机
实验班。未来希望多增加一点见
识，然后再决定自己的发展道
路。”面对记者的提问，这个理科
男一点也不怯场，滔滔不绝讲起
自己的真实想法。

“物理让我产生了求知的兴
奋感！”从初三开始，物理点燃了
王彦臻学习的热情，“初中时我开
始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高中物
理，高中时加入成外学生特长发
展中心，学习大学物理。”王彦臻
的物理竞赛指导老师、成外学生

特长发展中心主任熊李程告诉记
者，王彦臻学习非常自觉，很多情
况下都是自己明确了方向后学
习，老师只是从旁指引。“他对自
己要求非常高，比赛拿到铜牌还
非常自责。”

王彦臻综合成绩也十分优
异，从初中开始就一直排名年级
前五，除此之外，“他还经常给竞
赛班的同学讲课。”由于英语成绩
优异，他还参加了全美中学生物
理竞赛，获得全球第5的好成绩。
在与清华大学教授交流时，对教
授的英文提问，他也能对答如流。

从倒数到前五

老师鼓励是关键
“初中选择成外，可以说是慕

名而来。”当年成外两位夺得高考
第一名的师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一个优秀的群体对人的影响
非常大。”

可是刚上成外初一，王彦臻
的成绩并不太稳定。“我小时候挺
顽皮，初中刚到成外实验班时，成
绩还是倒数几名。”说到自己，王
彦臻一点也不隐瞒。他告诉记
者，自己的转变在于初中数学老
师的一个笑脸：那是一次数学考
试，王彦臻超常发挥，考了全班第
2名，最让他吃惊的是，平时严肃
的数学赵老师竟然在自己的试卷
上画了一个笑脸：“我不太相信运
气，可当时拿到试卷时真是觉得
不可思议。”

辩论社核心成员

文学社大当家
王彦臻因为英语出色，还

是成外大名鼎鼎的辩论社核心
成员。成外辩论社出了很多优
秀学生，他的学姐李思缈被耶
鲁大学录取，学长刘笑海被斯
坦福大学录取。“作为辩论社核

心成员，我们主要担任辩论裁
判，对下一届社员进行培训
等。”

而王彦臻还有一个身份，
《成外部落》杂志社长。“我当社
长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杂志的每
个月运行筹集资金。”王彦臻这

个“大当家”，不仅要负责杂志社
的“钱袋子”，还要管印刷、卖书，

“杂志出版成本大概需要1万，我
们最多能拉到5000元的赞助，
其他就靠卖书，基本能维持运
转。”对杂志社的工作，王彦臻也
如数家珍。

为有特殊才能的人才

提供成长通道
今年，王彦臻成为成都

市唯一一名通过物理竞赛进
入国家集训队的学生。成外
校长龚智发告诉记者，这得
益于成外的特殊人才培养通
道，“成外学生有三种升学途
径：参加高考，保送，还有竞
赛。我们为不同的人才提供
不同的成长通道。”成外学生
特长发展中心，就是专门为
有学科特长的学生开设的。

“我们不仅从北大、清华这样
的名校招聘优秀的毕业生担
任中心老师，为这些学有所
长的学生提供更高一级的学
习辅导需求，还给他们提供
参加各种国际顶尖赛事的机
会。”

在新高考模式下，未来顶
尖大学招生将更加灵活自主，
符合学校人才培养需求。“以
北大、清华为例，今年在浙江
招收的学生中，大量的是有学
科特长的学生，这些学生走的
都是自主招生保送通道。”特
长中心主任熊李程告诉记者：

“学生成长的路径是多种多样
的，有的综合能力很强，各科
非常均衡，他们可以冲刺高考
高分，有的在特殊的学科上有
天分，有可能是未来学科的新
星，我们特长中心就是要选拔
这些具有特殊才能的创新性
人才。”

他还透露，特长中心高一
学生覃翰林，由于数学方面有
创新能力，已被清华大学提前
两年锁定：高考达一本线即可
被录取。

人在成都，卡在身上，钱却在武汉被提走

储蓄卡异地被盗刷9000多元
法院判银行赔7成

银行承担7成责任
银行作为发卡机构，未尽到识别伪卡技术的义务，应

当承担违约责任。

持卡人承担3成责任
原告未能尽到妥善、谨慎保管该卡的支付密码义务，

也负有一定过错。

卡被盗刷
责任七三开

成都郫都区市民巫俊，几年
前办理了一张某银行借记卡。
此后，他一直使用该卡进行消
费、存储等业务。不久前，巫俊
在成都一家加油站给汽车加油，
加油完成后，用银行卡刷卡时显
示卡上余额不足。

巫俊明明记得，自己这张银
行卡上至少有9000多元，怎么会
余额不足，到银行查询才知道，
就在前一天，在位于武汉市江汉
区江发路一台银行提款机上，有
人分4次取走了他卡上共计9900
元人民币，并被收取了49.5元的

取款手续费。
当天，他向郫都区公安局红

光派出所报案。3天后，警方正
式受理该案。事后，在与发卡银
行协商未果后，巫俊将发卡银行
告到郫都区法院。

巫俊认为，他是在这个银行
办理了这张银行卡，并将钱存于
被告处，已与被告形成储蓄合同
关系，被告应当对所发借记卡安
全性予以保障，防止持卡人信息、
密码等信息数据不被轻易盗刷。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被盗刷的
款项9949.5元，同时承担诉讼费。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银
行辩称，在这起案件中，基础事
实不清，发生在异地的交易是否
是伪卡所致，目前尚无证据证
明。同时，巫俊负有妥善保管密
码的义务，即使存在伪卡交易的
情形，密码泄露才是其产生损失
的重要原因，故责任应由巫俊本
人承担。银行认为，巫俊频繁使
用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交易，存
在泄露密码的安全隐患。

郫都区法院审理认为，客户
使用该银行卡存储消费，银行有
义务对储蓄的资金严格管理，防
范资金被违规支付导致流失的
风险。银行卡作为一种支付工
具，其需要密码与卡内相关磁条

信息相吻合方能实现支付，虽然
交易密码应由储户妥善保管，但
银行作为发卡机构，有义务实现
对银行信息防盗技术保护以及
承担识别伪卡技术的责任。在
本案中，银行未尽到该义务，应
当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中嫌疑人在ATM机上
取款使用的是正确的密码，显然
由原告保管的密码已经外泄，原
告未能尽到妥善、谨慎保管该卡
的支付密码义务，对于该卡被盗
刷，也负有一定过错。

法院最终判决发卡银行应对
巫俊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
任，即被告应赔偿6964.65元。一
审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柳锋

储蓄卡未离身却被盗刷
持卡人起诉银行懵了

银行承担7成责任
持卡人承担3成责任判决

11月3日，刚刚从重庆比赛
归来的成都外国语学校高三二
班男孩王彦臻带回来一个好消
息，他不仅获得第34届全国中学
生物理竞赛决赛金牌、成为50名
国家集训队队员之一，还获得清
华大学青睐，提前保送该校最牛
的计算机专业实验班。王彦臻
也是成功进入物理竞赛国家集
训队的唯一一名成都男孩。接
下来，他将赴天津进行为期50天
的集训，争夺代表中国参加亚
洲、世界物理竞赛的机会。

▶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记者梳理发现，在银行卡盗刷的
案件中，很多判决各不相同，银行和
储户的责任分担问题，历来都存在一
定争议。有的判决银行全赔，有的判
决银行赔7成，有的则判决银行赔5
成。

2016年，国内有媒体公开报道一
起银行卡盗刷事件。章先生身在北
京，其所有的一张银行卡却在境外被
盗刷13万余元，他把银行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银行制作的银行卡

及相应管理系统存在安全漏洞和技
术缺陷，而章先生曾将银行卡借给朋
友使用，增加了银行卡信息泄露的风
险，因此最终判决银行与章先生各承
担50%的责任。此外，海南海口市也
有类似银行和储户各担一半责任的
案例。

记者从中国判决文书网查询多
起银行卡盗刷案例发现，就在今年，
广东、福建等省法院均有判决银行全
赔的案例。

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
师陈军说，该类案件中，有些银行往
往会提出“先刑后民”的抗辩。但储
户要求追究的是银行在履行储蓄存
款合同过程中的违约责任，存款被盗
的刑事责任是否定罪，不影响民事案
件裁判结果，无需中止审理。银行承
担责任以后，一旦破案，可以向犯罪
嫌疑人进行追偿来挽回损失。

陈军提醒市民，随着支付方式越
发多样化，通过手机就可以便捷地进

行支付，银行卡密码被泄露的风险也
相对增加，“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护信
息安全，切勿轻易点击收到的不明短
信链接。”陈军说，一旦发生银行卡
被盗刷的情况，要第一时间留存证
据，并报警，证明自己没有在盗刷地
点消费，此外，如果有证据显示银行
制发的借记卡以及交易系统存在技
术缺陷，或者银行未能充分尽到对
借记卡的交易安全保障义务，应及
时举证。

对此，该案的审判法官文武说，
近年来，银行卡盗刷案件频发，人民
法院受理的该类纠纷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因目前尚无相关的法律作出
明确的界定，导致各法院之间对该问
题的认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屡有发
生。

文武认为，每起案件是结合案件
的具体情况来作出判决的。在巫俊
状告银行一案中，主要存在举证责任
分配及责任的承担问题。

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双方都
有举证责任，但储户只要证明自己没
有将密码和卡号泄露给第三方即可，
而银行必须证明自己的交易系统和
安全保证没有缺陷。

关于责任的承担问题，本案中，
原告向法庭提交了“银行在外省被盗
刷的交易信息、自己在当地公安机关
第一时间的报案记录及时间”等证
据，充分证明卡被盗刷时自己未到过
案发地，证明卡自己保管而款已经被
盗刷的事实。

而银行方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
在使用过程中有不规范的情况，同
时，储户也很难证明自己没有将密码
和卡号泄露给第三方。因此，不排除
原告因保密意识不强，使用不规范，
导致泄露密码的可能。因此，原告也
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案件情节，
由银行及原告承担相应的责任较为
妥当。

“同案不同判”
多起盗刷案 银行或赔一半或担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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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盗刷 为何全国各地同案不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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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点击不明短信链接防范密码泄露

漫画/杨仕成

提前被清华王牌专业锁定的王彦臻综合成绩十分优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