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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1月7日电 记者从“权
健事件”等联合调查组获悉，权健自然
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束
某某等1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

2019年1月1日，天津市公安机关对
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涉嫌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虚假广告罪立
案侦查。1月2日，对在权健肿瘤医院涉
嫌非法行医的朱某某立案侦查。截至1
月7日，已对束某某（男，51岁，权健公司

实际控制人）等18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
事拘留，对另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取保
候审。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

新华社天津1月7日电 记者7日从
天津市市场监管委了解到，天津市持续
开展打击、清理、整顿保健品乱象专项
整治行动以来，出动执法人员近7000人
次，对40家保健品经营单位立案查处。

为进一步规范保健品市场经营秩
序，治理保健品乱象，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天津市自今年1月2日至3月31日

在全市开展打击、清理、整顿保健品乱
象专项整治行动。

7日当天，全市出动执法人员2003
人次，检查保健品生产经营企业（场所）
1542家，开展宣传场次158场，张贴宣传
海报2544张，发布宣传信息1682条，查
办违法经营单位（场所）25家，对涉嫌会
销及虚假宣传的17家保健品经营单位
立案查处，取缔欺诈虚假宣传保健品经
营户5家，现场责令整改进一步核实调
查3家，查扣违法保健品数量40780件

（盒、台）。
截至目前，天津市出动执法人员

6965人次，检查保健品生产经营企业
（场所）5289家，开展宣传场次245场，张
贴宣传海报6975张，发布宣传信息
3252条，查办违法经营单位（场所）54
家，对涉嫌会销及虚假宣传的40家保健
品经营单位立案查处，取缔欺诈虚假宣
传保健品经营户11家，现场责令整改进
一步核实调查3家，查扣违法保健品数
量41419件（盒、台）。

刚进权健
宣称“大爱”貌似一家人

刚进权健时，张璐璐感觉特别
有归属感。不仅被权健宣称的“大
爱”所感动，更觉得所有权健人都是
一家人。

“我当时看到权健又是给灾区捐
款又是献爱心，就觉得这个企业特
别有责任感。”张璐璐说，除自己花
了两万多，加入权健成为会员，她还
曾邀请母亲去体验火疗。“我妈阅历
比较丰富，看了后，就坚决反对我参
加，我和我妈还为此闹了矛盾，我气
得摔了两部苹果手机。”现在回想起
来，张璐璐觉得自己当时真是“鬼迷
了心窍”。

因为是先免费体验，后加入营销
的模式，所以成为权健经销商的张
璐璐在一开始并不赚钱。她自己还
发展了两个经销商，却仍有上万元

“亏空”。
进入工作室一段时间后，张璐璐

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工作
室的人，让她不要对外说是权健经销
商，而她本人也没拿到任何正式的经
销商授权证书。

“我感觉他们说话都是偷偷摸摸
的，还让我去拉人头。”张璐璐说。

即便如此，张璐璐还是全身心投
入到权健的事业中，她家离工作室很
近，但那段时间晚上她不回家，把几
张床一拼，大家都在工作室睡。

遭遇意外
去年会途中遭遇车祸

如果“拉人入会”顺利，张璐璐或
许能慢慢回本盈利，但一场车祸却让
她的权健梦彻底破碎。

2015年1月25日晚，张璐璐登上
一辆大巴车，前往权健公司参加年会。
因为形象好，她还参与了会员团的年会
节目——舞蹈《爱天爱地爱权健》。

去之前，张璐璐又和母亲吵了一
架。因为跳舞的裙子不太合适，她拿

给母亲修改。张璐璐的母亲很不解，
冲她大喊：“裙子不合适就别去了
呗！”但当时的张璐璐非去不可，就自
己花了30元去外面改了裙子。

离开家时，张璐璐和母亲还各自
生着气。后来，母亲对她说：“那天你
走时，我本来是想提醒你注意安全，
上车别睡觉的，但一想到才闹矛盾，
你肯定不接电话，就没给你打。”说起
这事，母女俩都后悔不已。

1月26日上午，在距离天津权健
总公司20公里的地方，大巴车遭遇交
通事故。

对当时事发经过，张璐璐至今仍
然只有一段模糊记忆：在听到前面巨
响后，她刚想起身，感到脸部受到撞
击，然后就晕了过去。

权健梦碎
出事后就被权健抛弃了
张璐璐清醒过来，是一个星期

后。
当时，张璐璐听同病房其他人

说，曾有权健领导来打招呼，让他们
对外宣称是去旅游而非参加公司年
会，并许诺公司后期会有补偿。

但在出院后，张璐璐却发现，自
己完全被权健公司“拉黑”了，不仅被
移出了权健会员系统，并且再也打不
通权健相关负责人的电话。

无奈之下，张璐璐多次去权健公
司维权，却被告知公司没有“永成系
统”，此事和公司也无关。至今，权健
公司对此事尚无回应。

最终，张璐璐自费做了整容手
术，却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样
子。“车祸发生时，我连男朋友都还
没有，现在这个样子，很多销售工作
也没法做了。”回想起这几年经历，
她觉得像一场梦。“我现在只希望权
健能履行承诺，给我们一个公道。”
张璐璐说。

注：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陈彦
霏、樊凌峰创作，在封面新闻和今日
头条独家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张璐璐遭遇车祸后面部损伤严重。

张璐璐受伤之前的照片。

新华社贵阳1月7日电 贵州19岁
大二女生夏某某近日到贵阳市一家整
形医院做隆鼻手术意外死亡，事件引起
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据贵阳市云岩区卫计局7日凌晨发
布的通报，经初步了解，死者夏某某，现
年19岁，于2019年1月3日来到贵州
整形口腔美容外科医院（利美康医院），
实施“隆鼻术，鼻延长、双侧耳软骨鼻尖
综合塑形”术。执刀医生为该院外科门
诊主治医师张某某。手术过程中夏某

某出现四肢强直痉挛等情况，转贵州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记者了解到，夏某某1月3日13时
左右在其母亲陪同下到利美康医院进
行隆鼻手术，其母亲在手术室外等候。
手术时间从最开始预估的4个多小时延
长到6个多小时，期间夏某某母亲多次
询问手术情况，得到答复均为手术还在
进行中。

到晚上20时左右，夏母接到利美
康医院工作人员电话，让其去贵州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大楼5楼，夏母到后
发现夏某某已被转院到这里且已经死
亡，家属立即报警。

利美康医院发布声明称，夏某某在
手术后出现“恶性高热”症状，考虑为麻
醉并发症，但最终以司法鉴定结果为准。

夏某某家属质疑利美康医院关于
死者死因的说法，认为医院未将紧急情
况及时告知病人家属，未对夏某某进行
有效急救，且在未告知家属的情况下对
夏某某转院救治。公安、卫健等部门已

介入调查。
据通报，1月4日夏某某家属已到贵

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办理死者
司法鉴定手续。1月5日上午法医已完
成尸检取样，尸检工作正在进行中。

关于医疗损害鉴定工作也在同步
进行，对于是否存在医疗损害、是否存
在医疗过错等问题将进一步调查。届
时相关部门将严格根据尸检报告和调
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置此事，并及时向
社会公布。

“贵州女大学生整形死亡”进入司法鉴定程序

中方已就美派军舰进入
西沙群岛附近海域
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针对美国军
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一事，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有关行径，已经就
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方立即
停止此类挑衅行动。

有记者问，美国今天派军舰进入西
沙群岛附近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你
对此有何评论？对美方选择正举行中美
经贸磋商这一时机派军舰进入南海有何
评论？

陆慷说，美国海军“麦坎贝尔”号军
舰未经中方允许，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
岛领海。中方随即派出军舰军机依法对
美舰实施查证识别，予以警告驱离。中
方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表示，美舰有关行为违反中国法
律和相关国际法，侵犯中国主权，破坏有
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中方
坚决反对美方有关行径，敦促美方立即
停止此类挑衅行动。中方将继续采取必
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至于美方这一行径对当前中美正在
进行的经贸磋商有何影响，陆慷说，妥善
解决好中美之间现在存在的各种问题包
括经贸问题，对两国、对世界都是有利
的。“双方都有责任为此营造必要的良好
氛围。”

范子侠，1908 年出生于江苏丰县华
山镇大史楼村一个贫苦佃农家庭。1922
年，14岁的范子侠只身流浪到福建，毛遂
自荐给一个副官当勤务兵，后被送至天
津入东北军随营学校学习。毕业后，他
在东北军曾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国民党的
不抵抗政策，范子侠愤然辞去军职，另寻
抗日救国的其他途径。

1933年范子侠加入察哈尔民众抗日
同盟军并任某部团长，率部参加克复康
保、多伦等地区对日军作战。1935年绥
东抗战爆发后，范子侠秘密打入伪军李
守信部金宪章旅，任营长，在百灵庙战役
中策动全营起义，并迫使金宪章旅投
降。范子侠因此被国民党军事当局视为
危险分子，遭到禁锢，直到七七事变后才
获释出狱。

全国抗战爆发后，范子侠组织抗日
义勇军，在河北无极、藁城、新乐、行唐一
带打游击。1938年春，范子侠自改番号
为冀察游击第二师，率部由河北行唐南
下，转战冀西、豫北一带。1939年6月，
范子侠应邀在八路军129师师部与师长
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见面。同年11月，范
子侠所部被改编为129师平汉游击纵队，
范子侠任司令员。同年底，范子侠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40年范子侠任八路军第129师新
编10旅旅长，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范
子侠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能双手用枪。
为防备敌人暗杀，一身配用三支手枪。
每当作战时，他手执双枪、左右开弓，弹
无虚发，令敌人闻风丧胆。

1942年2月，日军对太行、太岳抗日
根据地发动“第2期驻晋日军总进攻”。2
月12日，范子侠在沙河展开反“扫荡”激
战时中弹牺牲，时年34岁。“我前进你们
跟着我，我停止你们推动我，我后退你们
枪毙我！”范子侠用生命诠释了他的这句
话。 据新华社

日本考虑就强征劳工案
对韩方采取对抗措施

新华社东京1月7日电 日本二战时
期强征韩国劳工案的韩方原告已向法院
申请，扣押日方被告企业部分在韩资
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7日说，日
本政府将就此事考虑对韩方采取对抗措
施。

菅义伟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日本政府本就在观望韩方做法，考虑
应对策略，再加上首相安倍晋三已作出
相关指示，政府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强
合作，并将基于国际法深入探讨具体对
抗措施。

菅义伟称对“韩方近日针对日韩关
系的否定性动作不断”感到非常遗憾。
他表示，尽管日韩关系目前状况非常严
峻，但日本将基于一贯立场，继续要求韩
方采取妥善应对方式。

去年10月底，韩国最高法院判处日
本新日铁住金公司承担二战时期强征韩
国劳工赔偿责任，认定韩日之间1965年
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协定并不妨碍
个人索赔请求权。此举引发日本政府强
烈反应。由于新日铁住金公司并未执行
法院所作出的赔偿判决，韩方原告于本
月2日宣布已向韩国一家法院申请扣押
该企业在韩部分资产。

安倍 6 日在参加日本广播协会
（NHK）电视台节目时表示，相关问题已
在两国1965年恢复邦交、签署《日韩请求
权协定》时实现完全及最终解决，日方将
就此事基于国际法严正应对，并表示已
指示相关政府部门探讨具体对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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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虎将范子侠

权健公司实际控制人束某某等18人
被依法刑事拘留

天津对40家保健品经营单位立案查处

权健年会途中车祸毁容者张璐璐：

2015 年 1 月 26 日中午 12 点，
天津武清区京环线王庆坨限高处
附近，离天津权健总部20公里，车
牌豫 CD0670 的大巴车在此遭遇
交通事故，造成 2 死 47 伤的严重
后果，曾被多家媒体报道。但当
时鲜为人知的是，车上乘客，全部
是前往权健天津总部参加年会
——权健永成系统的洛阳经销
商。

事故发生前，这些人曾被权
健的辉煌所吸引。事故后，权健
的冷漠态度，让“会员”们不得不
在权健鼎盛时黯然离去。

“我之前被权健洗脑洗得很
厉害，出车祸后才认清权健真面
目。”事隔四年后，通过“官宣”获
知权健涉嫌传销犯罪和虚假宣传
犯罪，再想起权健曾经对自己的
冷漠，车祸毁容者张璐璐终于恍
然大悟。

2019年1月6日，张璐璐——
这位毁容前颜值不错的90后权健
前会员，向记者揭秘：权健的“拉
人成会员”，其实就是非法传销

“拉人头”的那套手法。

初遇权健
高薪利诱“拉人”成会员

2014年，加入权健时，张璐璐
才24岁。

之前，外形条件不错的她在
从事珠宝销售。“我是被朋友介绍
去权健的，当时大家都是90后，我
看他们赚那么多，还开豪车，就觉
得自己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张
璐璐说。

和炫耀“成功”同时进行的，
还有所谓的“免费体验”。在拉人
成为会员时，一般会让发展对象
先免费体验火疗，并包吃包住带
到总部参观，以进一步打消疑虑。

据张璐璐介绍，她当时被带
进一家权健开的肿瘤医院参观，

“他们还给我说会员能享受绿色
治疗通道，现在看来，那个医院可
能就是专门用来给我们看的。”谈
及对权健的第一印象，张璐璐觉
得自己没有被欺骗。

除此之外，张璐璐还经常被
所谓“导师”和中间人拉到一起吃
饭。

张璐璐说，这种两人“围攻”
的方式，让她很难招架。“一开始
对你态度可好了，又是‘亲’又是

‘美女’的叫着你，和车祸出事后
态度完全不一样。”张璐璐说。

不停赞美、免费体验及吃喝、
高收入的诱惑，让张璐璐放松了
警惕，她放弃了稳定的珠宝销售
工作，并最终做了一个让她后悔
一生的决定——加入权健。

“拉人入会”就是“传销拉人头”

权健风波再调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樊凌峰河南洛阳摄影报道

看封面新闻
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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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现场。

1月6日，张璐璐向封面新闻讲述当年加入权健后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