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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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送礼藏个人信息陷阱

■生活资讯春节期间雇请家政保洁需求
增加， 家政公司也推出 “办卡有
礼” “团购大促” 等各种优惠活
动， 有的消费者在办理家政公司
的优惠会员卡后发现人去楼空，
有的事后才被告知预付卡有 “春

节前不能使用” “节假日除外”
等限制使用条件， 有的家政公司
以业务繁忙为由迟迟不安排人员
上门服务……为此， 消费者选择
家政服务时 ， 要选择相对有实
力、 用工制度健全的正规企业，

尽可能将条款细化， 不要轻易向
家政服务公司交纳 “定金” “押
金” 之类的费用或办理金额较大
的预付卡， 最好按次付费。 更不
要与家政服务人员 “私约”， 避
免出现问题后难以维权。

北京同仁医院结合历年寒假
就诊咨询问题，总结了以下经验。

对症找准就诊科室

同仁医院眼科一共分为12个
亚科， 根据寒假就诊疾病特点，
可分为以下四类。

近视、 远视、 散光或斜视弱
视等患儿， 可直接挂 “眼肌科”
门诊。 寒假期间， 眼肌科付晶主
任团队每周增加出诊2人次， 可
增加门诊量50人次。

想要通过近视眼手术摆脱近
视的孩子， 可选择 “屈光中心”
门诊。 为了满足寒假就诊需求 ，
“屈光中心 ” 门诊初诊不限号 。
特别提醒， 近视眼手术一般需要
年满18周岁以上。

如果已明确要配镜的孩子 ，
可到 “同仁验光配镜中心店” 直
接散瞳配镜， 方便快捷。 验光配
镜出诊时间提前1小时至7： 00。
同时， 借助移动终端 iPad提前协
助顾客建卡， 缩短其排队挂号建
卡的时间。

视力下降或尚没明确诊断的
眼病 ， 可挂 “眼科综合门诊 ”。
这个门诊是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

出诊， 适于首次就诊或尚没有明
确诊断的人群。

开设黄昏门诊方便患儿家长

就诊科室明白后， 家长们可
能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带孩子
看病需要时间， 虽然孩子放假了
但家长没放假， 除了工作时间还
有哪些其他时间可以看病呢？ 为
此， 同仁医院开设了黄昏门诊，
出诊时间从下午4点开始， 工作
日每天有2至4名专家出诊 ， 眼
底、 眼肌、 青光眼、 眼外伤、 眼
肿瘤、 眼综合等多个专场。 为了
适应假期眼肌患儿人群的增多 ，
黄昏门诊每周安排眼肌科医生出
诊3人次。

北京同仁医院提示， 家长们
通过微信预约的方式就可以直接
预约挂号。 预约挂号和取号必须
提供患者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没
有身份证的儿童需持户口簿原
件， 预约成功后根据提示分时段
取号、 就诊， 减少等候时间。 为
维护广大患者的权益， 预约成功
后在就诊当日未取号视为爽约，
3 个月内爽约3次后， 3个月内不
能享受预约服务。

熬最深的夜 ， 敷最贵的膜 。
90后另类 “养生” 做法现在都有
数据支持了。 近日， 阿里健康发
布的 《2017年度健康消费报告》
显示 ， 消费健康类产品的人群
中， 90后占比超50%。

滋补品“零食化”趋势明显

90后脱发、 90后失眠……90
后在亚健康问题上频频 “中枪”。
报告指出， 在互联网时代下成长
起来的90后人群， 不愿自己的体
态和美颜被生活所 “摧残”， 在
电商平台上相应体现出庞大的自
我养护人群。 数据显示， 消费健
康类产品的人群中， 以90后为主
力军， 占比超50%。

另外， 90后还是医美消费品
的主力军 ， 购买人数占比也超
50%， “玻尿酸 、 瘦脸 、 美白 ”
三大类目产品热销。 而在地域医
美产品市场上， 北京、 上海、 广

州、 深圳、 杭州五座城市女性买
家 “剁” 出了全国一半的销量。

报告还指出 ， 健康滋补品
“零食化 ” 趋势明显 。 2017年 ，
开袋即食类蜂蜜、枸杞、阿胶等滋
补品加速走进写字楼， 成为越来
越多中国白领的办公桌“标配”。

送健康敬孝心成年货主旋律

随着新春脚步的临近， 如何
置办年货成了不少人的主 “任
务”。数据显示，送健康、敬孝心是
今年年货节的主旋律。其中，70后
则偏爱参类滋补品，80后购买的
老年体检套餐最多，90后更青睐
购买燕窝和阿胶。

而在地域消费特点上， 广东
人同往年一样， 是燕窝、 人参、
阿胶等滋补养生品的消费大户 ;
上海的儿女们敬孝有一套， 购买
的老年体检套餐居全国榜首。

(吴涛)

寒假眼科爆满
挂号您得擦亮眼

一到放寒假， 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视力、 配眼
镜、做近视眼手术。 然而，您了解带孩子看眼病的正确方法吗？

□本报记者 唐诗

熬最深的夜 敷最贵的膜
健康品消费90后占比过半：

2018年春节将至， 随
着年味越来越浓， 各类年
货、 礼品、 餐饮、 旅游等
即将迎来一年中的消费高
峰。 消费增多往往伴随消
费纠纷的增多， 根据全国
消协组织近两年春节期间
受理的相关投诉情况， 中
消协提醒大家春节期间消
费时注意以下问题。

中消协发布春节消费预警

岁末年初， 一些无良经营者
往往以 “感恩答谢” “回馈老客
户” 的名义， 通过频繁组织老年
人参加免费的招待会、 恳谈会、
健康讲座、 专家义诊、 免费旅游

等会销活动， 诱骗老年消费者购
买质次价高甚至是 “三无” 保健
品， 有的甚至打着 “无效退货”
或 “交付订金就可终生免费享
用” 的幌子， 在骗取老人钱款后

即逃之夭夭。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请

广大消费者， 尤其是老年消费者
务必远离此类感恩答谢等会销活
动， 避免上当受骗。

岁岁末末答答谢谢会会专坑老年人

小心扫扫码码送送礼礼有骗局
春节临近 ， 在各大超市门

口、 购物中心等， 总有很多赠送
牛奶、食用油、工艺礼品等活动，
但有些“赠送”需要消费者扫描二

维码关注微信、 填写身份证号、
手机号等， 这些涉及个人信息的
“赠送” 往往是经过 “精心” 包
装的新型诈骗， 骗子利用所取得

的信息开通账号进行贷款等， 让
消费者不知不觉间背负巨额债
务。 在此提醒消费者一定莫贪便
宜， 时刻提防个人信息泄露。

优优惠惠促促销销有限制条件
春节促销季， 商家会向消费

者推送优惠券、 折扣券、 赠券、
赠品等， 但在使用中却设置使用
范围和期限等许多附加限制条
件， 如有的赠券只能购买商家指

定的滞销品、 临期商品或购满规
定金额方能使用， 有的商品标注
价格优惠， 但实则没有优惠甚至
高出同类产品价格。 在此提醒广
大消费者面对诸多诱惑时， 应保

持理性， 按需消费， 货比三家，
谨防虚假打折。 避免因贪图优惠
而盲目购物 ， 或掉入 “循环购
物” “明降暗涨” “先涨后降”
等商家精心设置的陷阱。

“霸王条款 ” 已成为近年年
夜饭绕不开的典型侵权现象。 因
此， 消费者在预订年夜饭时， 要
尽量选择自己熟悉、 口碑良好、
诚信经营的餐厅。 年夜饭一般为

固定套餐， 最好实地挑选菜品，
不要被花哨的菜名迷惑， 尽量弄
清每道菜的名称、 内容、 规格、
价格等。 年夜饭有哪些具体的收
费项目也要一清二楚， 如： 可否

自带酒水、 有无最低消费、 有无
开瓶费、 包间费以及订金、 违约
责任等事项， 避免因电话预订或
考虑不周， 导致后期维权证据不
足而产生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预订年年夜夜饭饭别被菜名迷

选 家家政政服服务务 不要“私约”

今年除夕前一天是情人节 ，
精明的商家利用各种 “噱头” 制
造商机， 在众多礼物中， 给心爱
的人送上一份安心的 “恋爱保
险” 别具新意。 该保险承诺投保
的情侣在三年后十三年以内首次
领取结婚证将获得一颗50分南非
裸钻。 消协提醒， 在购买该款保
险时一定要保险公司注明所赠送

钻石的品牌、等级、净度、形状、重
量色等可直观的元素， 以及裸钻
镶在项链或戒指等饰物上的加工
附加费用，以免产生纠纷。

据了解， “恋爱保险” 实质不
过是一份常规的意外险， 如果已
购买过其他意外险， 再重复购买
恋爱险实用性并不强。 况且两个
人的爱情并不是靠保险守护的。

滑滑雪雪游游乐乐场场游玩注意安全
春节期间和亲戚朋友去滑一

场雪或跟家人孩子去游乐场游
玩， 是最常见的大众娱乐方式。
为减少滑雪意外的发生， 消费者
应选择正规、 安全设施齐全的滑
雪场， 同时要增强自身安全防护
意识， 使用专业滑雪装备， 佩戴
安全防护设备。 滑雪前仔细阅读
场内安全标识和指示牌， 查看滑
雪场示意图，了解滑雪场概况，注

意安全防护，并要根据自身条件，
选择相应难度等级的滑雪项目。

同时， 在游乐场游玩更要注
意安全， 严格按照游乐场规定在
指定区域停留， 不要在游乐设施
前逗留。 在使用游乐设施时， 认
真检查安全带等安全设备， 严格
按照工作人员要求佩戴安全设
备， 遵守安全操作方式， 把安全
隐患降到最低。

恋恋爱爱保保险险只是常规意外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