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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何何远远离离保保健健品品““坑坑老老””消消费费陷陷阱阱？？
【现象】

保健品“坑老”流行
“连环套”

“最近， 老妈总是时不时地
拿回一些保健品， 起初说是朋友
送的， 后来因为拿回的越来越多
搪塞不过， 才告诉说是加入了一
个养生活动群， 大家集体买的，
话语中那种对保健品信任的感觉
情不自禁……” 市民徐女士说，
当 她 看 了 老 妈 的 微 信 群 更 是
担心， 群里有组织者每天在群里
用各种方式推销保健品， 全是针
对老年人的， 有图有文， 推销语
言非常富有亲和力， 让人不动心
都难。

无独有偶， 家住东城区的龚
大爷今年已经86岁， 春节前夕在
某企业组织的老年人保健宣传活
动中购买了17940元保健品 ， 事
后感到后悔， 多次与企业沟通退
款无果， 老人无奈到东城区消协
寻求帮助。 幸运的是， 在东城区
消协和房山区消协的共同调解处
理下， 老人顺利退回了钱款。 为
此， 今年大年初一一早， 老人就
给东城区消协投诉部主任赵梦云
打去了拜年电话， 还表示要亲自
去消协探望。

采访中赵梦云表示， 随着生
活条件的不断提高， 老年人已经
成为养生、 保健品以及理疗仪等
保健器械的主要消费群体， 老年
人对健康养老有能力有需求， 但
同时也面临着鉴别能力有限， 容
易上当受骗。 根据近年来受理的
相关老年人保健品消费投诉案例
看， 商家主要通过 “洗脑式” 宣
传， 向老年消费者推销保健品等
各种商品， 误导老人一步步掉入
消费陷阱。 总结来看， 当前保健
品 “坑老” 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
行为中。

表现比较突出的， 就像春晚
小品 《儿子来了 》 中那样认亲
人。 很多卖保健品的人大多数是
年轻人 ， 或者是说话亲切的女
士， 面对老人， 她们都是阿姨、
大爷的叫着， 以此来接近老年人

博得信任， 又在组织的各种活动
中不断宣讲还送这送那， 看似赔
本的买卖， 实则是在玩 “钓鱼”
游戏， 这种温柔陷阱让老年人防
不胜防， 多少都会买些他们推销
的用品， 金额从几百到几万元不
等， 不知不觉从简单消费到消费
主力。

“而且， 现在卖保健品的人
都聪明了， 不像一开始从货源都
是虚假的， 现在的保健品消费不
惜花时间， 大量伪造空壳公司，
然后所谓的保健品确实吃起来是
安全的， 可是功效却达不到宣传
那样 。” 赵梦云介绍说 ， 所以 ，
老年人一旦遇上了保健品陷阱，
很难得到合理维权， 因为商品都
是安全的， 价格高低那是市场行
为。 比如， 一款针对老年人的蜂
蜜效果和超市里的普通蜂蜜没什
么两样， 价格却差很多。 在老年
人选择购买后， 对方还会额外赠
送一些其他小礼品， 让老人们不
胜欢喜， 总觉得实惠得很。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 ， 其
实很多老年人对于保健品是有很
强的防范意识， 甚至有不少老人
都认为自己是聪明的， 骗谁也不
可能骗了自己， 可最后还是陷了
进去 。 对此 ， 赵梦云表示 ， 就
是因为保健品 “坑老” 套路都是
一环接一环， 前期的嘘寒问暖多
是为了最终的兜售商品。 所以，
确实还需要社会各个层面都要加
强关注和管理。

【原因】
保健品骗人为何盯

着老年人
免费享专家义诊， 免费领柴

米油盐……近年来， 这些名目的
免费体验店越来越多， 在商场超
市里、 在社区小巷里悄然生长，
打 着 免 费 的 幌 子 诱 骗 老 年 人
高 价 消费 。 前不久 ， 在中消协
发布的 “消费维权舆情热点 ”
中， 老年保健品成为十大消费维
权热点之首 。 普通的食品 、 器
械、 日用品 “摇身一变”， 具有
了神奇的保健功效， 让许多老人

不但爽快地掏出腰包， 还自愿帮
他们打起了广告。 那么， 老年人
为何容易受骗？ 保健品骗人为何
专盯老年人？

采访中，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分
析认为，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
会， 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治
理的一个重要挑战。 随着老年人
生活条件的不断提升， 老年人的
消费需求也日益旺盛。 但老年消
费者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
受身体状况、 信息局限等因素的
制约和影响， 在购买商品或接受
服务过程中仍然处于明显的弱势
地位， 其合法权益相对更容易受
到损害。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点现在很多老年
人都是自己过日子， 孩子们都成
家立业忙于生计， 没有时间陪伴
父母， 他们长期孤独寂寞。 卖保
健品的人利用老人这个心理， 帮
他们干干活， 唠唠家常， 突然有
人关心他们了， 心里高兴， 防线
一下就没有了， 然后不知不觉买
了很多保健品。

其次 ， 不少老年人时间富
裕， 也被商家充分利用。 最开始
免费赠送， 逐渐将老人弄得深信
不疑后 ， 开始收费或高价卖商
品。 比如， 开始给参加活动的老
人赠送一些毛巾牙刷之类的生活
用品， 甚至是一些名牌， 之后开
始兜售各种大件。 同时， 老人到
了一定的年纪以后， 就会非常担
心自己身体状况， 恐惧衰老和病
痛， 自然容易渴望什么东西能够
带来健康， 所以容易对保健品感
兴趣。

另外就是攀比心理， 盲目相
信。 老人们退休以后， 在和左邻
右舍、 亲戚朋友的相处中， 听说
子女为他们买了什么保健品效果
多好多好 ， 或哪个医生治病高
超 ， 自己便没有分析 ， 轻易相
信 ， 再经过销售人员的一番洗
脑， 自己成了铁杆粉丝， 然后再
介绍更多的亲朋好友来到店里购
买， 如此反复无形中成了商家的
活广告。

采访中陈音江介绍说， 比如

去年被媒体曝光的 “广告神医”
刘洪滨由于以不同专家身份出现
在多家省市级电视台的 “健康节
目” 中， 推销的不同名称、 功效
的药品被揭穿， 被网友称为 “虚
假药品广告表演艺术家”。 继刘
洪滨之后， 调查发现， 还有李炽
明 、 王志金 、 高振宗三位 “神
医” 也经常出现在电视荧屏 “养
生节目” 中， 这些所谓的 “老专
家” 同刘洪滨一样， 要么名字随
时有变化， 要么推销的产品五花
八门。 通过电视购物出售的 “药
品”， 很多都是 “吃不好也吃不
坏”， 所以一般构不成伤害， 消
费者要求播放此类节目的电视台
赔偿时， 维权难度也较大。

【支招】
躲避保健品陷阱需

要解决“根源”
据前不久来自北京阳光消费

大数据技术研究院监测的数据显
示， 医疗保健一直是老年消费骗
局的重灾区， 这种现象给老人带
来的不仅是金钱方面的损失， 更
有心理上的创伤。 那么， 面对行
行种种的保健品消费陷阱， 又该
如何预防？

陈音江表示， “坑老” 保健
品之所以泛滥，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执法难、 取证难。 由于此类营
销通常不提供发票收据或者提供
无效收据， 故意隐瞒真实经营地
址， 导致出现问题后难以确认被
诉对象， 从而难以对违法企业进
行处罚。 在一些骗局里， 保健品
只是一个道具， 被不法分子运用
市场化手段， 包装成一种貌似公
平或合理的交易。 因此， 除了从
源头对保健品加强监管外， 还应
建立便于查询的保健品信息平
台， 让消费者可以便捷地看出商
家的虚假宣传。

首先需要提醒的是， 保健食
品具有调节机体的功能， 但不是
药品， 无法治疗疾病。 老年消费
者应注意防范 “价格越贵越好”
“保健食品能保人长寿 ” 等误
区 ， 尽 量 在 医 生 的 指 导 下 购

买 保 健 品 ， 且不能过量食用 。
在购买保健品时， 除了要认准标
志和批准文号外， 还要仔细察看
包装上厂名、 厂址、 联系电话、
有效期限等， 妥善保管购物发票
和相关凭证， 遇到消费纠纷及时
依法维权。

其次， 留心一些不良商家以
所谓的 “专家” 讲座、 “名医”
义诊、 免费体验、 企业让利等方
式， 有的甚至打着虚构的国家机
构名义进行推销， 往往销售一些
劣质药品及虚夸功效的保健食
品。 需要重视的是， 感觉身体不
适时， 应及时前往正规医院检查
就诊， 以免贻误治疗时机。

此外， 老年人可根据自身身
体条件加强锻炼， 通过饮食补充
营养， 在选择保健食品时， 最好
提前与家人商量或咨询医生。 同
时作为子女， 平时一定要多陪伴
自己的父母， 给父母灌输保健品
的相关常识 ， 让老年人不再孤
单， 让骗子没有机会行骗。 尤其
要远离那些打着温情牌送礼物的
讲座， 这些讲座一般都是套用老
年人的资料鼓励老年人购买他
们 的 保健品 ， 并且夸大保健品
的功效。

“其实， 事后的查处远不如
事前的防范重要 。” 陈音江说 ，
为提高老年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
力 ， 此前由北京市消协举办的
“老年消费教育进社区” 活动就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在老年消费
问题的处理上， 我们看到的最经
典 “程序” 往往是这样的： 消费
者投诉+媒体曝光+网络热议+部
门查处。 这样的 “程序”， 固然
也能推进问题的解决， 但不能总
是有人被骗了 ， 才去查处 。 那
么， 如何改变这种尴尬的现状？
北京市消协这种事先教育的办法
就非常好。 “老年消费教育进社
区” 不仅是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现实需要， 也是积极回应
社会期待和利益诉求的有效措
施。 只有让老年人掌握了充分的
消费知识， 他们才能在消费过程
中识破消费陷阱， 从根源上减少
被骗事件的发生。

□本报记者 博雅

说起保健品坑老现象，
不少人或许就会想起2019年
春晚小品《儿子来了》中的保
健品营销套路———真儿子有
时不如假儿子。 戏中葛优饰
演一个保健品销售员， 骗了
老人钱不说， 还险些骗走其
家中房本， 甚至不惜向潘长
江蔡明叫“爸爸妈妈”。“套近
乎”这招还挺好使，让老人对
骗子比自家人还信任。

而现实生活中， 这些场
景历历在目。 保健品 “诈骗
坑老” 现象也屡见不鲜， 不
少人会在骗子的推销攻势下
掉入陷阱， 有的甚至过度迷
信保健品功效， 不仅让钱财
遭受损失， 严重者很可能因
耽误治疗而丢了性命 。 那
么， 保健品营销为何总是盯
住老人群体？ 老人们容易中
招， 背后有哪些原因？ 我们
又该如何帮助老年人远离这
种消费陷阱？ 记者为此进行
了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