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用上“精神胜利法”

现如今，老年人当上“剁手党”已不是新鲜事，各大电商平台甚至已经把“银发族”作为市场开拓的目标客户。 只不过，老年人网购遇到的种
种难题，与年轻人大相径庭。其中最让老年人苦恼的，还是网购售后过程中的道道难关。下单易，维权难，银发网购族“痛并快乐着”的状态，何时
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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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网购 下单易维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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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到不如意的商品，马
元平经历过数次，“维权过、折
腾过”，最终的结局，却大多以
自我安慰告终。

“跟他们交涉太麻烦了。”
2018 年 9 月， 马元平在网上
购买了一个实木餐边柜，不
到千元的价格和不错的做
工，让老马原以为淘到了宝。
可刚一入冬， 柜子就裂开一
道宽逾 1 毫米的裂纹， 纵贯
整扇柜门，尤为显眼。 马元平
一看慌了神， 可这柜子已经
用了一个多月，该找谁维权？
来回折腾了大半天的工夫，
客服却给出了“售后由第三
方商家负责”的答复。

“再联系商家客服，一整天

都没回应， 只好又找平台客
服。 ”电话打了两圈，马元平终
于找到了商家售后电话的号
码。 售后电话一打通， 对面的
说辞气了马元平“一跟头”：

“他们客服跟我说，柜门裂了，
正好说明他们这是真实木，你
说气不气人。 ”

商品已经用了一个月不能
退货，网购商家又没有售后维
修团队，客服给了马元平一个
解决方案： 把柜门拆下来寄
回，如果确属质量问题，会换
一扇新门。

这样的处理方式，让马元平
挺为难，姑且不说他没有寄过快
递，拆下柜门还能不能装上，马
元平也有些心虚：“再说就他

们这个态度，到时候门寄过去
了，不给我寄回来怎么办？ ”

“网购就这点讨厌， 商家
摸不着抓不着，它就是不给你
弄，你一点辙都没有。 ”眼看着
柜子成了残次品，马元平总觉
得咽不下这口气， 又过了几
天，他把维权的经历告诉给儿
子，孩子给他出了个出气的主
意———在评价里给个差评。

“孩子给我讲我才知道，
现在有个追评功能，于是我就
把照片拍了发到网上，好好地
讥讽了他们一番。 ”马元平坦
言，虽然打了差评，柜子还是
一样破旧，不过心里舒坦了一
些：“我就算做贡献了吧，以后
别让其他人上当。 ”

小心谨慎 穷追不舍
68岁的程庆霞没想到，自己

人生中的第一次维权经历居然
来自网购。

前不久， 她赶着促销活动
在网上买了一台家用多功能
按摩仪。 可没用多少天，按摩
仪就开始“罢工”，“插上电源
以后灯不亮，按了开关也没反
应。 ”更让她无语的是，跟客服
反映后， 对方拒绝退换货，甚
至玩起了“失踪”。

程庆霞顿时傻了眼， 她不
甘心吃“哑巴亏”，可又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女儿在国外
定居， 犯不着为这事儿去问
她，远程也很难说清楚。 ”想来
想去，程庆霞试着来到社区服
务站，向之前经常组织老人活
动的工作人员小刘求助。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在

这方面比我们有经验多了。 ”
在小刘的指导下，程庆霞提交
了退款申请， 但没过多久，卖
家就拒绝了退款申请，“原以
为彻底没戏了，没想到还能要
求平台介入处理，要不是小刘
帮忙， 我哪知道还有这种操
作。 ”

果然，按照小刘的提示整
理好与卖家的聊天记录等资
料后， 程庆霞最终维权成功，
“过程虽然曲折， 可也算长了
不少见识。 ”

相对于程庆霞求助外援，
刘树青的售后则靠自己打拼，
他给银发网购族总结了八字原
则———“小心谨慎、穷追不舍。 ”

“网购陷阱挺多，买之前要
做好功课， 别怕麻烦， 该问就
问。 ”“老人的优势就是时间充

足，有问题你就不停给客服打
电话。 ”最初，刘树青也只是学
会了浏览、下单，经过了两次
购货出错后，他决定开始学习
与客服交流。 还把售后反馈的
一系列操作， 记在了本子上，
以便使用时查阅。 最多的一
次， 他打了 8 次客服电话，才
追回了三十多元的退款：“收
到的商品有问题，一定要跟客
服说清楚，如果不处理，就给
评论里上高清问题图，他们还
是怕差评的。 ”

“我建议老年人网购有三
不买，店铺评价低于平均分的
不买，销售量低的不买，低于
平均价太多的不买。 ”刘树青
解释， 掌握再多的维权手段，
不如买到好的商品：“老人爱
图便宜，这是网购大忌。 ”

保障老人合法权益
“相比起年轻人来说，老

人对网上销售的产品信息很
难全面掌握， 甄别能力也比
较有限， 更容易在网购过程
中遇到问题， 例如买到假冒
伪劣产品或遭遇价格欺诈
等， 而老人往往又因为对网
购维权的渠道、 规则和操作
流程不熟悉， 导致其合法权
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北京汇
佳律师事务所主任、 北京市
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
会长邱宝昌表示， 要想尽可
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应
当从多个方面采取行动。

老人作为消费主体，最
好选择在正规网购平台上购
物， 从一些信誉较好的店铺
中选择品牌商品。 ”他建议，
在“货比三家”的时候，除了
关注价格以外， 还要认真查
看商品的关键信息， 例如尺
寸、质地等，同时了解卖家的
售后服务条款， 包括退换方

式、保修期限等细节。对于不
清楚的地方， 可以事先跟卖
家进行沟通， 并且注意保存
聊天记录。 一旦后面发生纠
纷，可以作为证据。

另外，他还提醒，老人在
付款时要尽量选择第三方支
付平台， 避免以转账等其他
方式直接给卖家。 如果购买
大件商品， 可以在支付前跟
家人商量，多方听取意见。 收
到商品后，也要及时验货，如
果发现异常，直接拒绝签收。
“且不说老人很可能做不到
这些，即使做到，也还是不排
除会出现权益受损， 这就需
要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 ”
邱宝昌表示，一方面，要通过
建章立制， 保障老人的合法
权益；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
老人消费维权的知识普及和
帮助， 让老人从意识层面知
道自己究竟有哪些权益。①3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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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莹 （证 书 编 号
201441020705）工作单位：南
召县人民医院， 护士执业资
格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特价处理
已嫁接过的软籽石榴

苗，进入盛果期的软籽石榴
树；春蜜早桃树，黄金梨树，
苹果树，树莓小苗。 另有滋
补营养的富硒黑花生、散养
生态鲜鹅蛋出售， 可零买，
可装礼品箱。

电话：19837709171

转让声明

陈梦宇（411321199402073234）
个人购买南阳市桐柏县淮北新区德信
阳 光 半 岛 （6 -2 -1001 合 同 号
1801000033）， 因按揭贷款未批申请
注销备案合同。

南阳市橄榄实业有限公司
汽车出租旅游分公司 ，豫
RT0958号出租车主王清团经
营权转让， 从 2019年 3月 14
日转让经营使用权。特此声明。

曹营（41292219680603242）个人
尚座花园安置协议书（编号 221-1
号）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何丹身份证 41130219860510456X，
位置建业住宅集团（南阳）置业有限公司建
业凯旋广场购买 15号楼 2层 220 交款
收据（收据号 1086680）丢失，声明作费。

遗失声明
▲阳光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交
强险标志（证号：36238）丢
失，声明作废。

▲方城县独树镇英才
学 校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M5141132200008070E）遗
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小雨农业种
植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130004389702； 账号 ：
41050175867600000051）丢失，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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