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十一”临近，消费维权再次成
为市民关注的焦点。据来自区消保委
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区消保委共
受理消费投诉276件，同比上升37%，
其中网络消费仍为投诉热点。采访
中，区消保委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消
费者理性消费，避免掉入“陷阱”。

虽离“双十一”还有几日，但打
开购物网站，不少商品已贴出“双十
一预售”的标签。据了解，早在 2015
年“双十一”，就有商家开启预售模
式。这几年，预售提前、范围扩大，
让不少消费者提前进入了“消费模
式”。

不过，一些消费者反映，在支付
定金后遇到过不少麻烦事儿。

“一直以为‘预售’是提前销售，
即提前购买发货的意思，但参与了
才知道，实际发货时间仍要等到‘双
十一’那天。”市民黄小姐告诉记者，
去年，她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件
衣服，由于迟迟未发货，她决定退
货，却发现预付的 100元定金无法
退还。

记者了解到，“双十一”之前，不
少商家为了能提前锁定客源，会以

“交定金可在‘双十一’当天享受低
价”的方式，吸引消费者进行预订，
并注明定金不可退回（买卖双方协
商一致的除外）。不少消费者在交
完定金后又后悔了，或发现同款商
品在其他商家售价更低，要求退还
定金时与商家产生了纠纷。

“交纳定金前一定要货比三家、

三思而后行，切不可冲动消费。”区
消保委提醒，“双十一”临近，消费者
在购买商品时要谨慎交付定金，以
免权益受到损害。区消保委建议，
下单前一定要详细了解营销活动细
则，并保留下单凭证，包括订单截
图、与卖家沟通时的聊天凭证等。
在网购前，消费者也有必要熟悉相
关法律法规知识（可参考《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合同法》等），有助于购
物消费时判断合同是否侵犯了自己
的合法权益，以及“订金”和“定金”
能否退还等问题。

“特价”“清仓”“全网最低价”……
“双十一”促销挑动了消费者购物的神
经，低折扣让不少消费者觉得占了便
宜，但有时买来的商品却并不“靠谱”。

市民刘女士就有一次这样的购
物经历。去年“双十一”，刘女士在一
家网店购买了一部手机。因平时很
难有较大的优惠，她当即下单。收到
手 机 的 第 二 天 ，她 就 发 现 有 质 量
问题。

经售后检测确实有问题，商家同
意刘女士退货。退货时，手机还是原
折扣，她退货后重拍了一部。怎么也
没想到，重新拍的手机也有质量问
题。商家再次同意退货，可此时，这
款手机折扣活动已结束，重新购买多
花了近500元。刘女士虽然无法接受
商家的处理结果，但也只能吃了哑
巴亏。

“各大网商推出的促销活动，能
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但也有一些不良
商家趁机抛售劣质、滞销、尾货产
品。”区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之
前，要多关注电商平台及相关经营者

的资质和信用，远离售假问题多发、整
改态度力度差的电商平台。

同时，消费者要仔细查看活动的
详细情况以及店铺和商品的相关评
价，详细了解所购买的商品信息、商品
质量、送货安装范围等内容，选择信誉
好的商家购买。签收快递物品时，务
必开箱验货。

区消保委还提醒，若购买的热水
器、灶具、空调等家电产品出现问题，
消费者可通过中消协推出的售后服
务“查验宝”，查询企业售后联系方式，
防止被“黑维修”坑骗。

很多消费者都集中在“双十一”
购买所需物品，造成商家销售量成
倍增长，因此物流方面可能会得不
到保障。

“注意送货时间。”区消保委提
醒，消费者要了解清楚店家“双十
一”期间快递发货时间，急需的物品
最好提前购买。

同时，消费者网购前要考虑到
可能面临的退货费用问题，不要轻
信商家口头承诺，要保留好购物小
票、网购订单信息或其他消费凭证，
以及商家宣传单（宣传海报）、商品
交易（订单）页面和与商家的聊天记
录等消费证据，并索取有效购物凭
证或发票，以备日后维权。

此外，遇到商家侵权行为，且与商
家调解不成时，消费者可致电“12315”
投诉，或通过电商消费维权直通车解
决。消费者可登录中消协官网(www.
cca.org.cn)，查询电商消费维权直通车
与“查验宝”使用流程。

□ 记者 季佳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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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近视不等于
老了不老花

年轻时近视，老了不老花？很
多人对老花眼有着误解。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激光近
视眼治疗中心主任医师杨晓表示，
近视眼和老花眼的成因不同，近视
眼是各种原因造成的眼睛屈光不
正，看远物不清楚；老花眼是伴随人
类衰老而出现的生理性视觉退化，
看近物不清楚。

她表示，近视的人在配老花镜
时，会因为近视而抵消一些远视的
度数，显得老花眼没那么严重，但并
不意味着不需要戴老花镜，而且高
度近视的人“老花”后，还需要随身
携带两副眼镜。

老花眼通常在42-45岁出现，起
步度数通常是50-100度。随着年龄
的增长，老花度数也在缓慢加深。
65岁后，眼睛晶体和睫状肌的调节
力完全丧失，老花度数会稳定在 300
度左右。

杨晓提醒，老花眼要到眼科进
行视力检查，来判断目前是否需要
佩戴老花镜。配镜后，每隔 3-5年
复查视力，并调整老花眼镜的度数。

四五十岁、刚出现老花的人，由
于还在上班，觉得戴了老花镜意味
着自己已经老了，因此非常抗拒。

“不戴老花镜只会更加伤害视
力。看近物时会出现眼痛、疲劳、头
痛等不适。”杨晓指出，四五十岁的

“年轻老花眼”，平时如果经常要看
电脑、伏案工作，不戴老花镜会导致
更为严重的视疲劳，加剧睫状肌调
节力的损耗。

杨晓提醒，考虑到抵消因素，小
于 300度的近视眼看近物一般不需
要配老花镜，摘掉近视镜即可。

而高度近视眼看近时，仍要换
用一副减去老花度数、度数较浅的
近视镜，否则会影响看近物。例如
近视 800度的 65岁老人，看近时要
换成500度的近视镜，看远时则佩戴
原近视眼镜。

本报讯 日前，全国楷书名家册页
邀请展在崇明天光艺术中心举行开幕
仪式。此次活动由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崇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
展览将一直持续至11月20日。

刘小晴、杨耀扬、杨明臣等20位
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专业委员会委
员及国内楷书名家参展。展览展出
了各名家的古代文学名篇、诗词曲
赋和散文等作品，吸引了众多书法
学习者和爱好者前来参观。这些作
品既忠实于传统楷书的内质，又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融入了作
者独特的个人气质，让观展者大饱
眼福。

当天，参展作者之一的曲庆伟来
到现场参加开幕式，并为观展者解析
参展作品不同的风格。

据了解，此次邀请展是区书法
家 协 会 首 次 承 办 的 大 型 书 法 展
览。“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
载体，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缩
影。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意识和艺

术意境，促成了中国书法成为中国
传统艺术的重要象征。书法中的
楷书，字形方正、一点一画、一笔不
苟。在文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正
体 字 代 表 了 汉 字 发 展 演 变 的 主

流。”本此展览的策展人、崇明书法
家协会主席唐超良表示，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书法是最好的代表。如
何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书法，是书法
人不可回避的命题。

□ 记者 郭杨如熠本报讯 11月2日下午，竖新镇群
乐文艺队来到嘉定菊园新区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为嘉定的朋友们送上了
一场精彩的演出。

精妙绝伦的开场舞，惟妙惟肖
的对口说唱，寓意深远的小品，老
上海风情的旗袍秀……现场座无虚
席，掌声不断。演出受到嘉定村居
民的热烈欢迎。风趣幽默的崇明韵
白书与嘉定话的结合更是让观众开
怀大笑。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促进崇明
与其他各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
提升文艺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在区文广影视局的指导下，竖新镇
积极牵手嘉定菊园新区，开展“文
化走亲”活动，双方将挑选优质节
目开展交流演出。

跨区交流演出
精彩“文化走亲” 全国楷书名家册页邀请展在崇开幕全国楷书名家册页邀请展在崇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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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时间需关注

▲图为曲庆伟为观展者解析作品（摄影 李勇坚）

本报讯 日前，风瀛洲第二十一届
崇明文化艺术节海派秧歌邀请赛在堡
镇市民公园举行。来自市区的三支受
邀团队和本区的七支秧歌队同台竞
技，比拼舞艺。

本次活动在堡镇各团队组成的
300多人的秧歌秀中拉开帷幕。随
后，各支参赛队伴随着有海派特色的
旋律，以各自创编的舞蹈，展现新时代
人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
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通过评委现场打分和点评，最终，

堡镇葆春文艺队、杨浦区秧歌队、庙镇
律动舞蹈队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金奖。

据悉，“海派秧歌”作为堡镇的“一
镇一品”，在全市的群文比赛中频频亮
相、屡获佳奖。繁荣的文化活动提振
了堡镇百姓的精神面貌，提升了当地
的人文素养。

海派秧歌有特色海派秧歌有特色 舞台摇曳醉人姿舞台摇曳醉人姿
崇明区海派秧歌邀请赛在堡镇举行

□ 记者 徐晨

举办垂钓比赛
尽享无穷渔趣

本报讯“上海市农民体育健身系
列比赛钓鱼比赛”，日前在向化锦佰垂
钓俱乐部拉开帷幕。

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市九个区代表
队、市农口系统直属单位、涉农部门等
近60名选手参赛。比赛采用竞技钓
混养鱼的方式，选手们要在180分钟
时间内，比拼钓到的混养鱼总重量。
比赛现场，选手们上饵、抛竿、抄鱼、收
杆……动作娴熟。选手们展现了自己
高超的钓鱼技术，将一条条鱼收入网
中，收获垂钓的喜悦。□ 记者 朱敏欢

开设茶艺师培训班
修身养性丰富生活

本报讯 近日，一场五级茶艺师操
作技能鉴定活动在艺铭教育文化艺术
培训校区进行。20多位学员就备具、
布具，冲泡过程和效果，奉茶、收具等
考核项目现场接受茶艺师考评。

艺铭教育自今年7月推出五级茶
艺师培训班以来，已吸引了全区40多
名学员报名参加。3个多月来，学员
们系统地学习了备具、入座、摆具、赏
茶等基本茶艺操作技能。

据了解，这批学员在操作技能鉴
定活动结束后，还会参加本月上海市
的茶艺师资格考试，合格后将获得相
应资格证书。 □ 记者 王惠祥

本报讯 日前，崇明区康复服务能
力岗位培训学习班开班仪式暨第一次
岗位培训面授课程，在新华医院崇明
分院科教礼堂举行。

培训班上，康复医疗相关专家围
绕康复医学、老年人失衡跌倒康复干
预、颈椎病康复评定和康复治疗等康
复知识进行全面讲解，让学员们掌握
正确的康复方法，积累更多经验。

据悉，此次岗位培训是崇明区康
复医学发展医疗体建设的又一项新举
措，通过培训提升各社区医务人员的
康复诊疗水平，促进崇明地区康复医
学发展。

开展康复能力培训
提升诊疗服务水平

□ 通讯员 何婷

□ 记者 朱敏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