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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雅勤）遇到受伤的
老人，扶还是不扶？西宁市第二十八中
学的三名学生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不光要扶，还帮忙推车，护送他回家。

“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件让我
非常感动的事，三名学生护送一位受伤
的老爷爷回家，我被她们的单纯、善良
和真诚所打动。”3月 12日，一段视频在
微博上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视频中，两名女学生扶着一位老人慢
慢走着，身后一名女学生推着自行车。随
后，两名女学生将老人扶上警车，一名警
察从女生手中接过自行车。民警关上车
门，三名女学生挥手向老人告别，坐在警
车里的老人也冲学生们挥了挥手。

发布微博的网友说，3月 9日 20时
许，他在城东区康乐十字看见两名学生
搀扶着一位老人，另一名学生推着一辆
破旧的自行车，上面绑着一大捆干柴。

网友上前询问，得知老人孤身一
人，每天要捡拾一些干树枝回家做饭

用。他一直念叨着自己的自行车，说是
攒了 170元钱才买的。原来，3月 9日早
上，老人像往常一样去捡柴火，回来时
不小心把脚扭伤了。老人经过二十八
中时刚好被三名学生看见，于是便有了
暖心的一幕。

“很感动，满满的正能量！”“夜色
中最美的身影。”“孩子们好样的！”微
博一经发出，网友纷纷点赞学生们的
善举。

3月 13日 9时许，记者在学校里找
到了视频中的三名学生。“我们刚好看
到了，就上前扶住老爷爷，想着送他回
家。后来有一位好心的哥哥帮忙报了
警，最后警察叔叔送老爷爷回了家。”搀
扶老人的学生娜仁琪木格说。

3月 9日 18时放学后，娜仁琪木格
和同学万玛切珍、桑杰卓玛一起结伴回
家。走出校门后，看到一位老人一瘸一
拐地推着一辆自行车，上面还绑着很多
木棍，老人不时喘着粗气，然后慢慢趴

在自行车上，看上去快要摔倒了。
“我们跑去扶住他，老人说他的家

在 22 路终点站附近，我们就想着送他
回家。当时做了件小事，没想到老师
们知道了，还表扬了我们。”娜仁琪木
格笑着说，3 月是雷锋月，学校组织了
一系列活动，她深刻感受到了“帮助他
人，快乐自己”这句话的含义。

“我们还会给三名学生颁发荣誉证
书，奖励并鼓励她们继续助人为乐。同
时，学校也会开展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
富的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们在
参与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西宁
市第二十八中学校长倪景兴说。

老人为什么容易掉进保健品陷阱
本报记者 祁宗珠 文/图

保健品销售骗局中，受伤的为何总是老
年人？对此，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分局经侦大
队民警李万欣感受很深。

前不久，城北经侦大队破获了一起以投
资香港养生项目为名推销保健品的特大型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先后有 80 多位老人
被骗 400 余万元。李万欣说，很多老人在健
康利诱、情感攻势等营销手段面前抵抗力较
差，以至于心甘情愿被忽悠。

李万欣说，从身体方面来看，随着年龄
的增大，老年人体质下降、
认知能力减退，很多人有
了 养 生 的 想 法 。 与 此 同
时，同龄人的离世，老年人
的交流圈子越来越小，加
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关怀
不足，老人极易被骗。

对此，前文中张老太太的女儿小娟说，
母亲购买保健品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两个：
一是她和丈夫长时间加班，缺少对母亲的关
怀，没有顾及老人的心理需求。二是老人年
龄大了，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她和丈
夫没顾上，也没教过母亲怎么样辨别这些保
健品，这让打着“亲情牌”的保健品商家有了
可乘之机。

对于卖高价保健品的行为，宾馆前台服
务员小王有话说。根据她的观察，老人心里
藏着的话更愿意跟这些公司的年轻人说，最
主要的原因在于这帮年轻人愿意花时间，陪
老人散步、听老人诉苦、和老人沟通。因此，
年轻一代在关注家里老人身体健康的同时，
应该更关心老人的心理，多为父母考虑，创
造机会，鼓励他们培养个人兴趣爱好，为他
们营造健康向上的“朋友圈”。

非同寻常的两拨人

上班早高峰，西宁市不少宾馆会
出现很多老年人排队等电梯的景象。
如果要问，他们这是在干吗？“开会。”
很多老人坦然回答。

西宁市城东区七一路一家宾馆前
台服务员小王说，经常来“开会”的这
群人见面时嘻嘻哈哈，生活态度比一
般人乐观，还喜欢养生保健。也有一
批年轻人训练有素，他们每个人都自
称是老人的孙子、孙女，却不停向老人
推荐保健品。

小王发现这两拨人的关系非同寻
常。老年人向年轻人诉说自己前一天
晚上休息得如何，用了哪些安神保健
品，效果怎么样。而年轻人们则耐心
倾听，把爷爷、奶奶请进会议室。两个
多小时后，会议室门一开，老人们喜笑
颜开提着保健品出门。

保健品，将老年人与年轻人紧紧
绑在了一起。

怪怪的老年文化节

去年 11月 16日下午，58岁的赵老
太太接到了一个电话。

“赵奶奶，我是昨天你在菜市场碰
到的小李，你有印象吧？”

“哦，哦，你是那个姑娘。”赵老太
太思索几秒，想起前一天在菜市场帮
她拎菜的小姑娘后回应。

小李打电话想邀请赵老太太参
加老年文化节活动。“这是属于老年
人的活动，去了可以领安神枕头、洗
衣液。”电话那头，小李全力介绍一个
400 多人参与的老年文化活动。听说
能免费领东西，赵老太太当即答应去
看看。

老年文化节活动现场在城东区七
一路一家宾馆。17 日早 9 时，赵老太
太到场的时候，小李就在宾馆门口的
旋转玻璃门外候着，门口还有很多老
人。

小李说，这些老人都是他们公司
请来的嘉宾，有些还是 VIP。挤进电
梯，走到四楼的会议室门口。小李说，
按照规定，每位嘉宾第一次进场，需交
10 元入场费，也叫门票。赵老太太是
第一次参加，小李免费。

接待完赵老太太，小李说，他们公
司将推出一款最新的激光治疗仪，以
半价的方式回馈给老人们。她提醒赵
老太太把握住机会。几分钟后，一名

身穿深色西服的男子上台，活动正式
开始。

“50 台，只有 50 台，今天就这么
多，请大家抓紧机会。”赵老太太抬头
观察，一名朱姓总监站在主席台上，大
声向嘉宾介绍当天限量销售 50台的激
光治疗仪。

介绍完毕，一群站在过道里的老
人像潮水一样涌向主席台。十多分钟
后，朱总监说，50 台已经全部“领走”。
如果还想领，朱总监“欢迎下次再来。”
随即，另外一名副总上台演讲。

为啥老年活动都是公司的领导上
台推荐东西？小李跟赵老太太说，他
们公司一个季度搞一次活动，每次活
动四天到五天，第一天开会演节目，第
二天由老人参与玩游戏，剩余几天嘉
宾及 VIP 会员活动。赵老太太参加的
是 2017年第二次活动的最后一天的活
动，所以只能感受一下活动的气氛。

精心设计的连环套

从 9时许到 11时许，赵老太太听了
两个小时，她发现会议始终处在一个循
环之中：演讲+推销+演讲+推销……

赵老太太说，激光治疗仪、老年按
摩椅、枸杞养生茶卖了一茬又一茬，很
多老人抢到最后，得手的东西太多，只
好请年轻人帮忙搬东西到楼下。赵老
太太准备离开时，小李送来了一个磁
能抱枕说，“这是赠品。”

当天中午，赵老太太带着一个保
健 枕 头 回 家 ，没 能 避 开 女 儿 小 娟 的
眼睛。“去哪了？”“干吗了？”“磁枕怎么
回事？”她一一如实回答。

女儿小娟说，这是一个保健品骗
局。可赵老太太不信，因为很多老人
都高高兴兴去，快快乐乐回，从没见他
们皱眉叹气。

当天 16 时许，小李给赵老太太打
电话说，上午他们公司回馈会员的激
光治疗仪，还可以打折。听到这个消
息，赵老太太心动了。她赶紧让小李
送一台治疗仪到她家，600 元刷卡付
款。

当晚，女儿回家看到治疗仪，上网
查询发现，与这台机器相同型号的激
光治疗仪，网上
售 价 200 元 到
500 元不等。女
儿问这台机子多
少 钱 。“300。”赵
老太太只好撒个
谎过关。

路遇受伤老人扶不扶？

省城三名中学生用行动感动网友

▲典型案例回放

很多年轻人想尽各种办法劝说老人不
要轻易购买高价保健品，还拿出权威媒体的
报道，然而父母亲还是会被保健品牢牢套
住。这是为什么？

打低价牌
保健品公司在推销前，时常会用发放免

费日用品、赠送药物、免费义诊等方式，放长
线钓大鱼，给老年人制造不花钱、少花钱就
能看病、得实惠的假象。

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北大街派出所
民警杜谦说，前不久他值班时接到一个报警
求助，让人哭笑不得。居民黄女士的母亲天
天参加保健品销售企业组织的会议，她每次
只掏 10 元买个门票，但是回来的时候，手里
拿着洗衣液、抱枕、水果等好几种物品。

老人为什么要参加这类活动？黄女士的
母亲说，花 10块钱换价值几十元甚至几百元
的东西很划算。杜谦说，即便是这种，商家通
过夸大效果的方式引诱老年人掏钱购买，一

些老人贪图便宜，久而久之被保健品套牢。
打专家牌

杜谦说，北大街派出所以往接触的保健
品案件中，不法商家甚至在活动中编造出某
养生或者保健协会专家的身份，通过讲座、
小课堂等形式，发展会员。

为了保证宣传效果，讲座人往往被冠以
国家高级营养顾问、军医老专家等各种头
衔。此外，商家还在现场事先安排“多家媒
体”采访拍照，其实，这些人都是商家自己的
员工。在“大专家”和“媒体”的相互作用下，
老年人情不自禁掏腰包购买。

打投资牌
杜谦说，近年来，在西宁市工商、公安、城

管等多个部门的联合执法下，很多街头卖保
健品的广告、活动、会议被取缔，但有些商家
摇身一变，以投资国际养生项目的名义骗钱，
很多老人被忽悠后积极投资，到头来拿到的
只是商家以回馈名义送来的不少保健品。

▲相关链接二 关心和陪伴是最牢的防线

▲相关链接一 常见的保健品陷阱有哪些

热心帮助老人的三名学生。
本报记者 刘雅勤 摄

商家推销的激光治疗仪商家推销的激光治疗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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