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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谨防几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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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政

老人是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防范
意识较弱，维权能力较低，容易成为一些
不法商家忽悠、欺骗的对象。中国消费者
协会发布警示，提醒老年消费者，在选购
保健食品、旅游出行、投资理财、居家养老
等方面，
要特别警惕陷阱。
养生有门道，保健品消费需警惕
近年来，一些无良经营者利用老人信
息相对封闭、需要陪伴、渴望健康等特点，
虚假宣传，坑害老人。他们扯上国家“惠
民工程”等光鲜旗号，假借境内外著名医
药科研院所等高大上名头，扮演专家、神
医，顶着博士、教授等各种头衔，将其产品
标榜为国际科技领先成果，包装成能治百
病的灵丹妙药。他们通过养生讲座、
“专
家”坐诊、免费体检、亲情拉拢、会员优惠
等方式，忽悠老人盲目购买高价保健品，
非法谋取暴利，致使有的老人倾家荡产甚
至葬送性命。
专家提醒：
“ 保健品对特定老人能发
挥作用，但绝不能盲从，不能迷信保健品
可替代药品的话。”保健品不含全面的营
养素，不能替代其他食品，要坚持均衡饮

食。过度服用保健食品，会增加肝肾等脏
器 负 担 ，非 但 不 能 保 健 ，相 反 会 损 害 健
康。老人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以免贻误
病情。
遇到“套近乎”的推销者，老人要高度
警惕，尽量远离，更不要把联系电话和家
庭地址透露给对方。在需要购买尤其是
金额过高的产品前一定要谨慎，最好与家
人商量或咨询医生后再决定。此外，要通
过正规的渠道购买保健品，并注意查验商
家是否证照齐全。买时注意索要正规发
票和联系方式，收集保留好宣传资料，一
旦自身权益受到损害，
可作为维权证据。
出游有猫腻，消费陷阱要当心
旅游市场也有很多陷阱，主要有以下
几种。
当心团购价背后的猫腻。一些旅行
社会以“团购价”
“ 低价团”
“ 免费游”等广
告吸引旅游者上门，他们尽可能降低自身
经营成本，在行程路线、交通工具、住宿条
件等方面服务大打折扣，会给老人增加不
必要的烦恼或事故风险。他们或在旅途
中带领老人前往保健品商家诱骗其购买

产品，或将最精彩、需要付费的景点排除
在团费之外，变相加价。因此，老人在选
择旅行社和产品时不要单纯以价格为导
向，
要多关注旅游品质。
当心年龄“附加费”陷阱。目前很多
旅游团价格很低，只能依赖游客在购物点
消费来赚取利润，而老人被认为消费能力
偏低，故而想出了向老人收取年龄“附加
费”来弥补损失。年龄附加费是国家明令
禁止收取的。报团时，要仔细阅读旅游合
同内容，明确附加收费等条款后再签字和
缴费。
防范不良商家以超低团费、高额回报
等为诱饵，让老人支付高昂的出境保证金
或会员预付卡费后，拒不按照合同约定退
款或卷款跑路。老人在选购旅行社时，应
尽量选择有资质和口碑的旅行社，最好将
出境保证金支付到第三方监管账户，不要
轻易打到工作人员个人账户，避免财产受
损。
当心天价陷阱。在景区就餐和购物
时，把价格和计量单位问清楚，再去购买
商品和接受服务。当权益受损时，在保障
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保留好维权证据，及
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投资有风险，金融理财需谨慎
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购买理财产品
时要牢记五个“不等于”：银行理财不等
于储蓄存款；预期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
口头宣传不等于合同约定；别人说“好”
不等于适合自己；投资理财不等于投资
发财。要清晰了解产品的发行与签约机
构、保本与否、投资方向、预期收益率等，
明确自己所购买的产品类型，避免某些
销售人员以“存款”
“ 理财产品”名义推销
保险。防范以“赠礼、返佣金”等为由进
行销售。买保险赠送礼品、返还佣金等
行为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如果保险销售
人员对赠礼承诺不予兑现的，老人要求
兑现，法律是不支持的。老人不要贪图
小利，到正规的银行网点，根据自身能力
投资理财，才是正道。

三忘让老人更豁达
●李 勇

76 岁以上才算老人
●袁 来
50、60、70 岁就步入老年的时光一去不复
返了。英国《每日邮报》刊登的一项研究表
明，现在的人们 76 岁才开始步入老年。
英国百货零售连锁商阿尔戈斯对近 1200
人调查后发现，由于健康状况的改善，现在 50
岁的人感觉至少比实际年龄年轻 4 岁，有 1/4
的人感觉年轻 10 岁。
调查显示，
更好的饮食和锻炼使人步入老
年的年龄推后。大约 1/5 的 50 岁以上的人现
在比年轻时有更多的锻炼，
同时至少有一半人
承认他们因为年龄而更加注意自己的饮食。
老年人，即 76 岁以上的人们，最担心的是
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接近 1/3 的被调查者
说他们担心有一天自己需要帮助才能生活，
而有 12%的人不愿面对自己再也不能运动的
时候。
阿尔戈斯新闻发言人艾米说：
“ 在过去，
如果你到了 50 岁以上，那你翻过了一道坎。
但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老年生活直到 76 岁
才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
保持健康，所以他们积极采取适当的措施，以
求达到健康长寿，并尽可能实现可以自己照
顾自己的目标。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一些生
理变化，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如果老人特别在意生理年龄和体力
减退，就会出现心理障碍和意志消
沉，而通过调整心态是可以继续保
持进取精神和活力的。
忘老。没有任何人能够无视
自己在慢慢变老，问题在于对这种
自然规律应该有什么样的心理反
应。很多老人挂在嘴边的话都是，
“岁月不饶人啊”，一句话就给岁月
定 了 性 ；要 么 就 是“ 老 了 不 中 用 ”
了，仿佛老了的结果就一定是不中
用。如何看到衰老，直接关系着老
年人的晚年生活状态，我们应该调
整好心态，从精神上愉悦地接受衰
老。当你的腿脚不再灵便，仍然愿
意走进自己的院子看花开叶落；当
你逐渐因衰老失去听力和记忆，仍
然愿意牵着老伴儿的手跟她说几
句贴心话，一起追忆年轻的过往；
这时的你，就已经因为忘记衰老而
享受岁月恩赐，使衰老由一个敌人
成为你的伙伴。
忘忧。老人们忧从何来，都从
自身认识的局限与误区中来。生
病、受伤、精力不济、鳏寡孤独、心情
抑郁……老人们注意到的往往都是
生活中的负面，却很少关注到很多
生活内容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
进。第一、年纪越大，经济和社会地
位越高，也更受尊重，这些既是靠年
轻时的努力打拼获取的，也是时代

与社会对老年人的偏爱，晚年正是
享受这些红利的时刻。第二、年过
花甲后，事业渐渐攀上顶峰，孩子也
上了大学或大学毕业，养育的责任
减轻，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精力和经济条件干自己所喜欢的事
情，这是一种无法被夺走的自由与
快乐。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
种有钱有闲的生活正是无数年轻人
奋斗的目标。第三、作为老年人，无
论人生阅历、见识还是视野都应比
年轻人更开阔，更能够辩证地看待
自身得失，如能做到既能笑对有忧
的现实，还可抵达无忧的境界，晚年
生活一定更豁达快乐。
忘病。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与
精神因素有关的疾病占到 80％以
上。医学奇迹往往发生在那些精
神上没被疾病打倒的老人身上。
忘病不等于不积极去诊病、治病，
而是不被疾病吓倒。第一、正确看
待 疾 病 ，对 生 病 这 件 事 一 定 要 重
视，但也不要将其视为洪水猛兽。
感觉身体不适要及时看医生，在查
明病因的基础上，积极配合医生治
疗，并坚持到底。第二、以积极乐
观的态度面对疾病。要相信科学、
相信自己，坚信自己一定能战胜疾
病，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治疗
效果。第三、不要讳疾忌医，对疾
病 切 忌 不 在 乎 ，若 有 病 不 看 也 不
治 ，任 其 发 展 、盲 目 自 信 、盲 目 乐
观，将会贻误治疗时机。

锻炼快慢交替

抗衰老

●萧忠彦
近日，美国梅奥诊所的运动生理学家发
现：锻炼时快慢交替能逆转细胞的衰老进程。
研究者选取了 72 名惯于久坐的成年人，他们
的年龄在 18~80 岁之间。研究结果显示，锻炼
时快慢交替的参与者，其线粒体性能（即细胞
将氧气转换为能量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
年轻参与者的线粒体性能提高了 49%，年长参
与者的线粒体性能提高了 69%。
发表在《梅奥诊所学报》上的这项研究成
果认为，线粒体这种细胞器对新陈代谢格外重
要，因为它们的功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恶
化。从事快慢结合的锻炼能从细胞层面逆转
一些衰老迹象。

书法、
唐诗，

老爸的新乐园
●黎 洁
年轻时，老爸业余喜欢写作。退休后，老
爸想重拾年轻的爱好，但总觉得文思枯竭，写
不出东西来，于是选择了习练书法。
对于书法，
老爸没有专门学过，
但对行书，
尤
其是毛笔小字行书，
老爸倒有点兴趣。记得上世
纪 70 年代末，
老爸在外地工作，
因家住农村，
上
有高堂老母，
下有幼小孩子，
老妈在家务农，
家庭
生活困难。当时老爸渴望调回家乡工作，
能对家
庭有所照顾，
苦于没有关系，
难以调成。老爸便
斗胆用毛笔小字行书写了一封自荐信，
托人转交
家乡人事局。人事局的同志看信后，
觉得老爸的
文字基础较好，
毛笔字也写得不错，
结果顺利调
回家乡工作。由此可见，
在过去，
字确实是一个
人的门面和招牌。字写得好坏，
往往能改变一个
人的命运。如今，
老爸年纪大了，
练书法不图什
么功利，
只图晚年有所为，
活得快乐，
活得充实。
练书法，
老爸决定就专心练小字行书。
书法与诗最结缘。老爸觉得读唐诗能感
受到音节的和谐，文字的精练，意境的优美，从
中受到启迪，让人陶醉。于是，老爸选择书写
《唐诗三百首》，最终选的是清朝蘅塘退士孙洙
选编的《唐诗三百首》。和原人民日报记者张
国荣的《唐诗三百首译解》。
选本和译本选好后，
老爸开始展纸濡墨，
学
书唐诗，且书且读，细细品读每首诗的意境，既
练了字，
又增长了知识。从 2015 年秋天到 2017
年春，老爸潜下心来，坚持每天书录几首唐诗，
虔心感悟书法与唐诗之美，终于完成了约七万
字的《唐诗三百首与今译毛笔小字行书录》。
唐诗是祖国文学殿堂的瑰宝，其艺术达到
了炉火纯青、至真至纯的境界。书录《唐诗三
百首》，在水墨世界里，在诗的意境中，老爸享
受着超凡脱俗的快乐。书录山水诗，如同游历
青山绿水，沐浴清风明月，耳听泉水溪流，目睹
青山秀色，心中充满诗意，给老爸的晚年生活
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