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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辽宁鞍山的高小夫最近感到
很无奈。自从在公园里接触了保健品
推销员后，平时省吃俭用的高小夫外公
已经花掉近 10 万元钱购买保健品了，
而且还在继续购买。

同很多老年人一样，高小夫的外公
很可能掉进了“保健品陷阱”。一些保
健品经销商利用老年人群体信息辨别
能力不强的弱点，把目光投向了他们的
养老金，通过各种方式向老年人实行欺
诈式推销，不少老人因此上当受骗，花
费巨大。

虚假宣传屡禁不止

“‘靶向性’地捕捉并聚集在异变细
胞周围，通过破坏异变细胞的合成，阻止
其分裂增殖，切断其能量供应，使其因能
量枯竭而萎缩、凋亡，辅助控制其发展。”
这是记者在某健康类报刊上看到的一则
广告。然而，该广告介绍的产品并非抗
肿瘤药物，而是一款名为“富硒灵芝宝”
的保健食品。尽管广告右下角有一行文
字注明“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但是相比
字体和篇幅远大于这行字的广告内容，
该注意事项难以引人注意。

记者按照广告中的“全国肿瘤咨询
免费服务热线”拨通了电话，谎称是患
胃部肿瘤的病人家属来咨询。一位女
性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她自称农科院
的金大夫，这位金大夫告诉记者，该产
品价格为 580 元一盒，买五盒送一盒，
并且买得越多送得越多，一疗程需要
2900 元。但是一旦服用，至少要连续
服用 3 个月，“我们的产品已经卖了 17
年，卖得非常好，治疗肿瘤有效率在
90%以上，一两周可以稳定病情，长期
服用可以控制并缩小肿瘤”。记者询问
如果只服用该产品而不使用其他药物，
能否有效控制肿瘤，“金大夫”给出了肯
定答案，并且催促记者要赶紧给家人服

用，“过年后到了春季，癌细胞扩散会更
快，要赶紧服灵芝宝控制一下”。

依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
发布保健食品广告，保健食品广告的内
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
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随后，
按照广告中的批号，记者在北京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到了该保健
食品，在登记的产品广告内容中，仅仅
提及该保健食品具有免疫调节的保健
作用，并未有任何关于治疗肿瘤的内
容，与其在报刊上所做的广告内容差异
很大。对此，北京市食药监局表示，“文
章内容如果作为保健食品广告内容申
请批准文号，不会通过我局审查”。记
者搜索相关报道后还发现，早在 2011
年，富硒灵芝宝就曾因为虚假宣传受到
黑龙江、辽宁以及北京等地有关部门的
处理。如此看来，该产品责任厂商属于

“故错重犯”。
搜索相关网络信息，记者发现，保

健品虚假宣传的案例很多，全国各地有
关部门也经常采取相应的执法行动，然
而，保健品诈骗案例却依然不断出现。

欺骗手段多种多样

长久以来，保健品虚假宣传屡禁不
止，究其原因，是其背后涉及巨大的市
场利益。其中，信息辨别能力较差的老
年人成为了保健品虚假宣传利益链条
中的主要受害者。

为了让外公不再受骗，高小夫和家
人经常规劝老人，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压根不听劝，越劝越买，后来索性偷偷
买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老人会如此执
着？高小夫告诉记者，保健品推销员特
别善于打感情牌，“有些老人的子女因为
平时工作比较忙，忽视了和父母的感情
交流，让骗子有机可乘。他们对老人定
期走访，嘘寒问暖，甚至组织晚会和去外
地旅游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建立跟老人
之间的感情。同时，在活动过程中不断
向老人推销，有些老人跟他们的关系比
跟自己家人还亲，有一些则是感觉占了

便宜不买都不好意思。这时候，老人经
不住他们‘忽悠’就买了大量保健品。”

保健知识匮乏，精神需求较强，一些
保健品经销商正是利用了老年人的这些
特点，拉近和他们的关系，同时故意夸大
保健品的功效，诱使老年人消费。

针对常见的保健品骗局，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曾在其网站上发布
信息，指出消费者特别是老年人在选购
保健食品遇到的五种常见骗局：第一，
宣传“药到病除”。一些非法保健食品
广告往往夸大产品功效，含有绝对化用
语和不实承诺，声称可以治疗某种疾病
并使用“根治”“药到病除”等用语，欺
骗、诱导消费者。第二，以“健康讲座”
促销。一些不法商家利用“访谈”“讲
座”等形式作幌子，邀请一些假冒专家
在现场作“养生”讲座，顺便兜售保健食
品。不少老年人因为盲目信任这些所
谓专家，选购了大量假冒保健食品。第
三，通过“免费活动”引诱。一些不法商
家通过利用“赠药”“免费试用”“发放小
礼品”“抽奖”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参加
其组织的促销活动，然后在促销现场雇
人制造争抢购买产品的假象，给老年人
造成不买就没有了、不买就吃亏的心理
暗示，不知不觉中被“洗脑”，从而购买
产品。第四，虚构“权威证明”。一些非
法保健食品广告利用国家机关及事业
单位、医疗机构、学术机构、行业组织的
名义和形象欺骗消费者。第五，“专家
义诊”骗局。一些不法商家雇佣所谓的
专家为老年人开展免费体检或义诊，不
少 老 年 人 受 免 费 吸 引 参 加 体 检 或 咨
询。体检后，“专家”往往告知老年人身
体存在多种问题，需要及时购买产品治
疗，不少老年人因此被诱骗。

多重举措减少欺诈销售

当前，对于保健品虚假宣传，有关部
门有着怎样的监管举措？北京市食药监
局表示，食药监局依法对保健食品生产
经营者提交的保健食品广告申请审查，
对于符合审查发布标准的广告，核发保

健食品广告批准文号，并通过局官网及
时向社会公布，定期抄报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依
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
对广告内容。对内容不符或者证明文件
不全的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
制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者不得发布。
此外，食药监局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在线违法广告监测管理系统”
对保健食品违法广告实行定期监测，发
现虚假广告，并篡改经批准的内容进行
虚假宣传的，根据《广告法》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依法处理后，北京市食药监局
撤销保健食品广告批准文号，且一年内
不受理该企业的广告申请。

屡禁不止，除了利诱太大让违法者
以身试法，监管层面存在哪些障碍？“有
些商家通过‘健康讲座’的方式销售保
健食品，有些商家通过‘会议’‘旅游’

‘试用’的模式宣传保健食品，场所隐蔽
并且在现场不存放保健食品，难以发现
交易证据，或者通过快递、送货上门的
方式达成交易，且不提供正规发票，监
管 过 程 中 难 以 确 认 商 家 存 在 违 法 行
为。”北京市食药监局相关人士表示。

监管部门也正在不断推出举措，从
源头上防范违法。以北京为例，北京市
食药监局正协调动员乡镇政府、街道办
事处等基层政府力量，积极联系基层社
区及村委会，一方面加大对老年人的宣
传普法，提高消费者对保健食品的认
识，普及保健食品相关知识、法规；另一
方面坚持开展与工商、宣传等相关部门
合作，建立联动机制，强化广告审查，打
击非法宣传、非法销售的行为。

此外，北京市食药监局还提示消费
者：食药监局不定期结合监管中发现的
情况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发布

《消费警示》，提示消费者不要轻信任何
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健康知识讲座、专
家报告等；不要通过会议销售、电话销
售、免费试用等活动购买保健食品。需
要购买保健食品时，应选择已取得保健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企业购买产品，
并索取购货凭证，以保护自身利益。

警 惕 身 边 的 骗 局
王 晋

每年春节返乡，都会听到老人被骗

的案例。例如，有的老人一辈子省吃俭

用，却被骗子忽悠，几千、几万元地购买

来路不明的保健品；有的听不进家人劝

阻，偷着买，组团买，甚至到外地医院就

医，直至真相大白，却悔之晚矣。

记得有一年在央视 315 晚会上，曝

光了一个典型案例。山西退休小学教

师、72 岁的王大妈，省吃俭用购买了各

种保健产品。这些“神器”包括“防癌铜

表”、心肺卫士 、护脑头盔 、人体座充

等。这些宣称“必不可少”“疗效神奇”

的高价保健产品包装上大都找不到与

医疗器械相关的批准文号。几年间，老

人家在健康产品上的投资高达 40 万元，

其中 30多万元是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

王大妈也许是比较极端的，但问问

身边的老人，没买过疗效被吹得天花乱

坠保健品的反而是少数。仔细分析，老

人被骗基本有几种类型。

学习培训型。不少销售保健品机

构 以 免 费 讲 座 、 免 费 体 验 招 募 老 年

人，请来所谓名医、专家授课，夸大

老年人的病情，以神秘感、权威性来

诱惑甚至吓唬他们。利用老年人对健

康的渴望，使其成为会员，最终被掏

空腰包。一位老人乘坐公交车往返两

个多小时到会场，说对方把她的病全

说准了，“太神了”，自己不仅买了保

健品，还自觉成了宣传员。

施以小利型。有的机构以送鸡蛋、

牙刷、免费旅游等招揽客户，利用部分

老年人贪图便宜的心理，先送礼，再谈

健康养生，最后销售保健品。通过买多

少赠多少、打折优惠、抽奖等方式，让老

年人觉得为了健康，这钱花得值。殊不

知，这些保健品根本没有什么奇特功

效，只是吃了无害。

亲情动人型。一些空巢老人有钱却

孤独，有的机构在社区租一间房，平时让

大家免费体验，有的还可以打打麻将玩

玩牌，听听音乐学学舞蹈。老人们把这

里当成了康乐中心，与老邻居聊聊天，一

天的时间很容易打发。销售人员则打出

亲情牌，“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地叫着，

嘴甜服务好，顺带推销保健品。老人们

觉得他们可亲，挣钱不容易，投桃报李，

不好意思不买。有的老人有从众心理，

大家都买了，我也不能落后。

媒体造势型。有的老年人喜欢看

报，这是个好习惯，但也会被虚假广告、

虚假宣传忽悠。虽然《广告法》中明文

规定，保健食品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

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涉及疾病

预防、治疗功能，声称或者暗示广告商

品为保障健康所必需等内容。但总有

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打“擦边球”，或者刊

登新闻样式的软广告，欺骗性很强。老

人容易轻信，有的甚至被洗脑，听不进

儿女的劝阻，造成家庭矛盾。

老年人频频中招保健品骗局，一方

面有老年人识别力低、盲目轻信等因

素，另一方面，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力也

是重要原因。老年人好面子，有的被骗

后觉得丢人，只能自吞苦果。由于监管

漏洞大，市场上真假保健品共存，骗子

犯罪成本低，有的机构销售人员月入甚

至几十万，捞一票就跑，榨干了老年人

一生节省的存款。

中国保健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目

前我国每年保健品销售额约 2000 亿元，

其中老年人消费占了 50%以上。老年

人成为保健品消费的主力，折射出这一

群体健康消费的巨大需求。如何让这

个市场更加规范，需要各有关部门积极

作为，也需要家人给老人更多关爱。

“自从有了这个手环，出门前我都会用它向社区主任
‘请假’，真是太方便啦。”今年 77 岁、家住山东省青岛市
市南区珠海路街道东海中路社区居民王启开，一边向记
者展示手腕上的“宝贝”，一边说。

王启开老人所说的“宝贝”是市南区投资 600 多万
元，专门为老年人研发的一款操作简便、功能强大的健康
养老终端——“智能手环”，不仅具有健康管理功能，还解
决了多年来老人与亲属之间的即时联系问题。

无独有偶，家住本区珠海路街道头路社区 84 岁的王
玉哲老人也是手环受益者。“多亏这个小手环，关键时刻真
能救命，这是政府给我们老年人最大的实惠。”原来，王玉
哲老人的孩子平时不在身边，去年 8 月份的一天夜里，老
人突然心慌憋气，赶紧按下“智能手环”向联络人求助，联
络人迅速赶到老人家里，将王玉哲送到医院，转危为安。

市南区现有常住人口 55 万，其中老年人有 12.1 万，
占 22%，远高于全国水平，是典型的老龄化城区。如何让
老年人群体也享受“互联网+”时代的红利，不被“智慧生
活”遗忘和边缘化，近年来市南区政府一直在探索和创
新。深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资源整合、联动共建”的养老服务机制，密织社会养
老服务幸福网，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颐养”，这是市南
区走出的特色化养老之路。

除了“智能手环”，贴心的“互联网+养老”模式还遍
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辖区内老年人赞不绝口。

“新闻里天天说‘互联网+’，真没想到，我这个老太
太现在也‘+’进去了！”67 岁的孙桂兰住在市南区湛山街
道，2015 年秋天，街道办将“O2O 生鲜网购 B 社区”便民
超市引入社区，辖区内 60 岁以上老人只要通过电话、网
络或者手机预订，就可以享受超市的免费配送。

此外，湛山街道还探索出老年人微信订餐服务。“今
天的饭真不错，中午也给我订上两份吧！”今年 1 月 24 日
上午 8 点多，在“芝泉暖心窝”微信群里，今年 71 岁、家住
芝泉山庄的王桂芝看到菜谱后，忍不住发了一条微信。

去年 10 月份，湛山街道办养老项目“芝泉老年养护
中心”开始试运行，辖区“午饭难”老人可以到养护中心就
餐，享受各种服务。与养护中心一起试运行的，还有“芝
泉暖心窝”微信群。“食堂工作人员每天在群里公布菜谱，
方便老人订餐，如果有的老人第二天不方便去养护中心
吃饭，或者想订餐，都可以在群里喊一嗓子，工作人员会
记下来。养护中心如果办活动，工作人员也会提前在群
里公布，方便老人报名参加。”湛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
事处主任孔兆锋介绍说。

分享“互联网+”时代红利

养老新模式正在兴起
本报记者 刘 成

吃羊肉串，别图便宜
马洪超

春节长假期间，笔者一家老小到一个名为“欢乐世界”
的游乐园玩了多半天。这个游乐园位于一个县级区的城郊
镇，除了游玩设施齐备，餐厅、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并不多。
由于春节游客多，园里一条临时搭建的几十米长的美食街
生意颇好。过了中午十二点，笔者便到这条美食街转了转。

“羊肉串，羊肉串，6 串 10 块钱！”远远地，两家卖羊
肉串的摊主吆喝声此起彼伏地传来。走近其中一家摊
位，只见羊肉串并不算大，烤得色相还可以，再想想乡下
物价低，去年以来羊肉价格也比往年有所下降，城郊镇上
接近 2元一串的羊肉串应该有可能，于是，买了 6串。

趁热拿给家人时，我的哥哥一看，再问了价格，就说
这肯定不是纯羊肉的。我将信将疑，吃了一口，果然不是
纯羊肉肉串的那个味儿。哥哥讲，虽然在农村或小城市
羊肉价格没有大城市高，但一些商家为节约成本多赚钱，
就会用鸭肉、鸡肉等代替羊肉制成烤串来卖。从肉的纹
理看，这个羊肉串就可能是用鸭肉做的。

此前有报道称，个别商家将鸭肉、鸡肉等，在穿成串
之前长时间浸泡在羊油里，或者撒上“羊肉精”或抹“羊肉
膏”等添加剂，再加上辣椒末、味精等调料，吃起来味道也
像羊肉。另据报道，2013 年，安徽大学学生薛纯通过
DNA 检测方式，对合肥 66 个摊点的肉串成分检测，结果
在采集的 66个样品中，羊肉只占大约两成。

这样的假冒羊肉串又何尝没在大城市出现过？在一
些城市的春节庙会上，一些公园的小卖店里，甚至在一些
知名小吃街，都或多或少地有假冒羊肉串的“身影”。我
曾带着父母逛过北京东华门夜市，当时那条小吃街上有
不少卖羊肉串的，每当有路边手举羊肉串的游客时，有几
家摊位就会大声提醒这位游客手里的羊肉串“假的、假
的”，并展示自己家的选材表明自家肉串是真羊肉串。

可见，假冒羊肉串的存在早已突破城乡范畴，以至于
人们在不熟悉的商家购买羊肉串时难免心生戒备，吃下
去难以安心。很多人想吃羊肉串时，只选择熟悉的商家，
这些坚守商业操守的商家门口总是排着长队。在北京新
街口大街有一家西安饭庄，我每次到这里品味西安味道，
总是要排队等桌子。即便单单去买他家 10 元钱一串的
羊肉串，也需要在门口排队等上几分钟。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假冒羊肉串无疑会增加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对此，不能简单地怪罪购买者
贪图便宜，也不能完全依靠消费者自己去辨别真伪，更不
能等待媒体曝光了或者吃出问题、危及健康了再去查
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真假羊肉串的问题，也是一个供给
侧的问题，只有在羊肉串的供给端发力，让假羊肉串失去
存在的土壤，才可能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要加大诚信宣传力度，呼唤广大商家诚信经
营，不生产、运输、售卖假冒羊肉串。同时，食品添加剂生
产销售企业也要守法经营，不生产、不销售制作假羊肉串
的所谓“羊肉精”“羊肉膏”等各类添加剂。另一方面，有
关部门必须主动出击，加强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对使用鸭
肉、鸡肉等制作假冒羊肉串以次充好的行为，对生产、销
售、使用危害食品安全的添加剂等行为，必须依法予以严
惩，以儆效尤。

一些保健品经销商利用老年人群体信息辨别能力不强的弱点，通过各种方式

向老年人实行欺诈式推销，不少老人因此上当受骗，花费巨大——

产品富硒灵芝宝在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网站的广告登记信息，涉嫌虚假宣传。

袁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