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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卧底写 5 万字防骗日记
总结出保健品推销四大套路 提醒更多老人勿轻信骗局
去年 1 月，郑大爷得知老友在参加保健品推销讲座，
家中还买有各式各样的保健品， 而且轻信保健品营销人
员的鼓吹，买了数万元。 郑大爷十分纳闷：
“
生老病死是自
然规则，怎么能轻信保健品推销？ ”保健品推销暗藏着什
么样的猫腻？ 郑大爷决定亲自去看看，他频繁参加保健品
讲座，进行
“
卧底”。 晚上回到家，他用日记写下当天的讲
座内容，慢慢悟出其中推销的
“
套路”。1 年多来，郑大爷写
下了 5 万多字
“
防骗日记”（见图）。 昨天，他把日记向媒体
曝光，希望提醒更多老年人，不要轻信保健品推销骗局。

起因
友人买保健品被骗

“我想揭露杨家坪附近保健品推销骗局……”近
日，76岁的郑强（化名）打进新闻热线，希望曝光保健
品推销骗局。
郑大爷退伍后到重庆建设厂当工人，还干过几年
内刊特约记者。
“正因为我做过记者，对写文章很热衷。”
他说，去年 1月初，偶然得知一位老友在参加保健品推
销讲座，一直有买保健品的习惯，从数千元的骨密粉到
上万元的营养液，甚至有的保健品号称能治疗肿瘤。
“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哪有这么神奇的保健品
嘛！”于是，他决定亲自去参加保健品推销讲座，看看到
底有什么魔力，让老人们如此无法自拔甘愿被骗。
去年 1月 7日，郑大爷在友人陪同下，第一次在杨
家坪杨馨大酒店参加了所谓的健康知识讲座。
行动
卧底写五万字日记

“说是健康知识讲座，实际到最后就是推销保健
品。”郑大爷说，在去之前，他就决定，要把当天讲座的
内容用日记写下来。
郑大爷拿出了一本厚厚的日记本，记录了他这一
年参加的各种保健品推销讲座。记者看到，日记本上密
密麻麻写着讲座场景，还用红笔重点突出了其中的骗
术。“从去年 1月 7号到现在，每周参加四五场讲座，短
的两三个小时，长的半天甚至一天。”他说，日记本起码
写了 5万字的内容。
在 1月 7日第一次参加讲座的日记上，郑大爷提
笔便写了这样一句话：“上午参会，我坚定只了解知识，
健康事宜，绝不上当受骗。”他告诉记者，一年多来参加
了数百场保健品讲座，从来没买过任何保健品。
郑大爷说，拿小礼品吸引老年人免费领取是保健
品推销的惯用手段，只要有免费礼品，老年人就会越聚
越多。并且，这类讲座通常采用“短平快”的节奏，开完
这场讲座，立即换地方继续下一场，连续超过半个月的
算作“马拉松式讲座”。“上当受骗和文化程度没关系，
有的老人还是教授级别，都来听讲座，反而是条件越好
的，越害怕生病。”郑大爷说。
不过，并不是所有老人都会上当，只参加讲座不买
保健品的人还是占多数。“现在的老人也看新闻，上过
当后也学得越来越聪明了，但有的还是出手阔绰。”郑
大爷说，亲眼见过有人一口气买了一万多元的保健品。
谈到这一年多的“卧底”，郑大爷感慨到，正因为自己也
是一个老人，能体会对生病死亡的恐惧。如今他站出
来，是因为看过太多被骗后的惨痛教训，有为老年人说
话的冲动。

揭秘
保健品坑老有套路

从去年 1月 7日至今，郑大爷通过
厚厚的日记本，也悟出一些老人参加活
动的心理状态：第一，期望心理，总希望
保健品能治好身体上的疾病，甚至心脏
病癌症等；第二，恐惧心理，绝大多数参
加活动的老人都有身体疾病，害怕疾病
加重甚至死亡；第三，从众心理，郑大爷
参加的每场讲座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
百人，总有人会后去买药，看到别人买，
自己也买来试试。
那些所谓的保健品推销套路，这
一年来，郑大爷没少体验。“翻看日记
本，每一场都是骗局，不少非正规保健
品的营销员，都有一套惯用的‘坑老’
套路。”
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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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亲情牌套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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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小礼品利诱

“用得最多的就是打亲情牌，那些推销员最擅长这招，叔
叔阿姨叫得甜的很。”郑大爷说，有次在直港大道参加一个讲
座，进门就有人端茶递水，女推销员一开始就哭诉自己的不幸
遭遇，声称父母得了重病瘫痪了，吃了他们的骨蜜粉，不仅神
奇康复了还能顺利走路，连哭带推销，让老人们感动不已，有
人现场掏钱买药。
如果这招不灵，推销员还会扑通一跪，喊大家“老爸老
妈”，好多老人会被现场气氛所感动。还有推销员为了套近乎，
采用死缠烂打的方法，郑大爷就深有体会，推销员每天一个关
心电话，偶尔送点水果：“比伺候亲爸亲妈还热情，说到底，就
是套老人近乎骗钱呗。”
套路

冒充专家或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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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视频图片恐吓

恐吓也是推销员们的常用套路。“有次推
销员卖一种冠心病保健品，讲着讲着开始在大
屏幕上放一些殡仪馆的视频，还有医院里病人
的惨状图片，老人们见到这场面，很快就被吓
住了。”
去年 10月，有次推销眼部药品的讲座，郑
大爷刚一坐下来就被要求检查眼部，不到一分
钟，所谓的“医生”就断定他有白内障，并威胁
说会失明。“一听就是胡说八道。”

总结
寂寞老人最易被骗

目睹其中的种种“坑老”套路后，
郑大爷觉得老人之所以会买保健品，
除了对保健品有期待心理和从众心
外，更重要的还是老人内心的孤单寂
寞。“很多老人参加活动不买药品不
拿礼品，就图个喝茶的地儿，摆龙门
阵热闹热闹。”他说，很多保健品公司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
存本取息储蓄存款倍受青睐

我行推出五年期存本取息储蓄存款，利率 4.8%，10万元起存，一次存入，按月支取
利息。例如您一次性存入 50万元，每月可收到利息约 2000元。该储蓄存款优点有三：
一是可以提前锁定未来收益，4.8%为固定利率，不用担心利率下调；二是存期弹性，如
果您急需用钱，可以提前支取，且支取时利息按照存入日我行储蓄存款利率进行靠档
计息，并减去此前已付利息；三是如果您将每月收到的利息转入我行五年期零存宝储
蓄存款，则综合收益率可达 5.4%！欢迎您到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办理。
服务电话：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建国门北大街 5 号）：85072237
国 贸 支 行 ： 58692708
阜成门支行：6803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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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专家”、“名医”骗老人也是惯用伎
俩。郑大爷曾参加一个“名医”卖风湿心脏病胶
囊，还号称是祖传药方，但当有人问一些风湿
病常识，
“名医”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还有
‘专家’吹嘘能治高血压冠心病，甚至能治肿
瘤，一听就是假的。”郑大爷说。
去年 9月，郑大爷的日记里就记录了一场
讲座，号称贵州一医药公司的金钗石斛，百年
难遇的“稀缺资源”，原价 699元一瓶。“后来我
查了查，根本没这回事，骗人的把戏。”
套路

另一招管用手法是免费送小礼品利诱老人。“这招会贯穿
整个讲座，从最开始免费参加到最后都用一些免费小礼品诱
惑老人。”有一次在杨家坪重百大楼里有个讲座，第一天参加
免费领鸡蛋，第二天面条，第三天食用油，多天下来，就会有人
被套进去。
郑大爷家里，有一些参加讲座免费领取的礼品，例如面
条、鸡蛋、食用油、蛋白粉、刀具等。有的讲座还会登记老人
曾经的职业、收入情况、病史，之后会针对性地引诱老人买
保健品。

广告

中关村支行：62418618
华威桥支行：87320018

套路

亚运村支行：84100156
京广桥支行：57755005

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向老人献殷勤
套近乎，一些孤单寂寞的老人最容易
被骗，并会在老人子女不在场时下
手。
老年人遇到此情况该如何维权？
重庆智坤律师事务所陈敏律师表示，
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老年人切不可

贪图便宜，更不能亲信保健品所谓的
奇特功效，患病还需要到正规医院治
疗，“ 如果发现商家在销售保健品有
造假行为，可拨打食品药品监管局投
诉举报；如果遇到诈骗，可向公安机
关报案。”
据《重庆晚报》

北 京 产 权 交 易 所 第 2018008 号 拍 卖 公 告 中都京北（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我公司定于 2018年 3月 20
北 京 嘉 禾 国 际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 卖 公 告 日 10：00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

受相关单位委托，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8年 3月 23日上午 10：00为依维柯、东风、金杯等汽车，即
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 2号正东国际大厦 B座 9层拍卖厅举办拍卖会，公 日开始预展，预展地点为标的所
在地。
开拍卖如下标的：
拍卖地点：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
标的名称：委托方持有的供暖设备一批。
预展时间：2018年 3月 20日至 2018年 3月 21日（符合竞买资格的意向竞买人 泉路 10号兴业大厦一楼
方可参加标的预展）。
联系电话： 89719011
预展地点：标的所在地。
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联系人：徐女士 13311092161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8年 3月 19日持相关资质文件至委托方处确认是否符合 北京富古台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竞买资格。竞买资格要求：1、竞买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注册 富古台远望石渠书画专场、神功妙造杂项专场
资金 500万元以上），其经营范围中应包含有设备拆除及再生资源回收内容；或竞买 预展时间：2018年3月30日—4月28日
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注册资金 1000万元以上），其经营范围 拍卖时间：2018年4月1日—4月30日
中应包含锅炉生产或安装内容。2、项目资格预审时，竞买方的法定代表人必须亲自到 展拍地址：http：//zxp.artron.net
场。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禁止借用他人资质进行施工作业。
18910053910
经委托方确认符合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于 2018年 3月 22日 16：00前将竞买保 电话：010-65181887
@163.com
证金汇至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指定账户，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并于 2018邮箱：fugutai
018年 3月 12日至 15日 10时—16时
年 3月 22日 17：00前持有效证件和竞买保证金交款凭证的原、复印件到北京市东城 2中拍平台
（paimai.caa123.org.cn）
2018年 3月 16日 10：30
区东直门外小街甲 2号正东国际大厦 B座 9层办理竞买手续。
参加本场拍卖会的竞买人需携带本人
身份证并交付保证金后方可办理竞买手续
咨询电话：01067117777 联 系 人：赵先生 13701390371
广告
010-62196760
北京国信兴业拍卖行有限公司珠宝翡翠网络专场拍卖会公告

预展时间：
展拍地点：
拍卖时间:
竞拍须知：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