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央视2012年“3·15晚会”节目组获
悉， 目前他们收到的投诉最多的依次是网络购
物、快递、汽车、食品、宽带网络服务和通讯类产
品、虚假广告、金融保险。

同时，该节目组表示，如果消费者还知道手
机吸费、 银行霸王服务、 玉器造假等方面的内
幕 ， 或 者 曾 经 上 当 受 骗 ， 那 你 可 联 系
12315@cctv.cn或0731-84329834。

■记者 刘玲玲

知道别的消费内幕不妨告诉我们

互动

3月12日，长沙市树木岭立交桥附近某社区，市民投诉称小孩用了雀氏纸
尿片后产生皮肤炎症。 记者 龚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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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裕民 著名肿瘤权威，上海中
医药大学博导，世界杰出华人奖获得者。

肿瘤不仅严重影响劳动人口的健康，而
且成为医疗费用上涨的重要因素。就家庭来
说， 肿瘤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而
且疾病的经济负担十分沉重。

得了癌症，别急着开刀：观念的偏差，导
致了人们对肿瘤的高度恐惧，恐惧又造成了
应对的失序与盲目，这些是居高不下的死亡
率的背后推手。

有一个患了肺癌的著名教授，送给我一
本《癌症，别急着开刀》，是由日本一个颇有

名气的放疗科专家编写的。提倡得了肿瘤不
要匆忙开刀、化放疗，他的见解具有醒世意
义。当然，他并不反对这几种治疗手段。

人们在得了肿瘤后，会产生一种盲目求
治的心理。所以，认识到癌症是慢性病，你就
可以从容面对了。大多数人知道自己得了肿
瘤，不管是否具备开刀的条件，都会先去开
刀，认为开刀比不开刀好。化疗、放疗也有所
类似，人们尽管恐惧，但往往愿意先做了再

说，总觉得要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其深层
次根源还是在于对癌症认识的盲目、 错误，
及因癌症带来的高度恐惧。

别急着开刀，包括化、放疗。不是不要做
手术、化放疗，而是在做这些之前应该理性
评估，以便找出最佳对策。

（本书各大新华书店有售。 以上内容由
何 裕 民 教 授 长 沙 工 作 室 整 理
0731-85568758）

当今社会， 高血压的问题越来越低龄
化，笔者采访了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中华
心血管病学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
院阜外医院刘力生教授。

问：人们应该从多大年龄开始关注自己
的血压？

刘力生：一般来说，儿童时期都可以测
一测， 当然儿童血压高一般有别的原因，多
半是季节性的。如果有家族史，在青春期就
应该开始关注了。国际上已经将18岁以上人

群作为血压普查对象。 现在我们各大医院
里，凡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病人，不管看什
么病都得量血压，这样便于更多、更早地发
现。

问： 您对饮食在降压方面的作用怎么
看？

刘力生：中国的传统膳食方式还是比较
理想的，脂肪比较少，素菜比较多。不要丢掉
传统膳食优秀的一面，以谷类、豆类为主，多
吃素菜，低脂牛奶也要增加。

但中国传统膳食里缺钙、缺碱，要考虑
如何增加含钙的食物，减少食盐。减盐应该
包括所有的钠在内，比如味精、酱油都应该
算在内。
降压贴士：

北京双鹤集团降压0号是历经20多年的
经典老药，使用长效复方制剂，其配方“从基
础降压、协调降压和中枢神经调整三个方面
着手来改善症状，降压作用温和、持久，效果
明显， 服用方便”。0号20多年的临床经验表
明，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降压药疗效确切，降
压平稳，副作用小，服用方便，价格合理，非
常适合我国国情，老百姓用得起、效果好、方
便有效，非常适合长期使用。国家“十五”攻

关课题结果公布，0号疗效和安全性得到进
一步确认。“十五” 攻关研究用科学的方法、
权威的医疗机构、大量的人群资料，有力论
证了降压0号是一种安全、 有效、 方便的好
药，并对心、脑、肾有明确的保护作用。

更可喜的是，双鹤集团118个品种，517
个品规进入了《国家基本药品目录（基层
版）》， 为双鹤两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目前在销的30余个品种， 包括心抗生素、感
冒药、脑血管用药、降糖药、消化用药、保肝
药等，产品品种多，产品组合合理，适用于基
层常见病、多发病的使用，并且使用方便、价
格合理。

高血压免费咨询电话：8008103536�

《癌症只是慢性病》 连载节选

专家提醒：18岁起关心自己的血压
经济信息

■记者 杨艳

2岁大的女儿使用雀氏纸尿片不
到两天， 臀部和外阴部开始红肿，甚
至出现溃烂。爸爸李强连忙将女儿送
到医院，被诊断为“尿片皮炎”。

“小孩作息和护理都和平常一
样， 唯一不同的是用了雀氏新尿片。
仔细一检查尿片，竟然发现上面有黑
乎乎的小块。” 李强质疑雀氏纸尿片
存在质量问题，但厂方声称“检测同
批次产品均合格”， 皮炎是否由雀氏
纸尿片所致，尚不能下结论。

【投诉】
纸尿片居然有黑块

李强一家住在长沙市树木岭立
交桥附近，去年10月，李强在“新概
念”母婴店电话订购了3包“雀氏”牌
“超薄透气” 系列纸尿片。 女儿使用
后， 李强发现尿片有皮肤接触面结
团、不吸尿、侧漏等问题，于是致电
“雀氏” 厂家要求换货。 今年2月23
日，业务员送来4包“雀氏”牌“自然”
系列纸尿片， 当晚就给宝宝换上了。
“前两日宝宝都很正常，不哭不闹的，
25日一大早，宝宝就哭个不停。到晚
上洗澡时，才发现宝宝臀部和外阴部
位出现了大片的红点，有的地方出现
了溃烂。” 家人赶紧把小孩送到湖南
省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生的诊断报告
是“尿片皮炎”。

“肯定是尿片有质量问题。”李强

说，尿片里面有黑黑的条状物，还有
不明硬块。

3月12日上午， 记者来到李强家
里，看到了他所说的“问题尿片”，确
实可以看到里面有小黑块。

【公司】
“黑点为机器不小心掉下的”

3月10日，雀氏公司给李强发来
《纸尿裤/片检验报告》， 报告上盖有
公司品管部质检专用章， 并留言称
“之前也有消费者投诉纸尿片里有硅
胶、有黑点，这些是机器不小心掉下
来的。”

记者就此致电雀氏纸尿布公司
总部客服中心400-888-8339。该中
心客服人员曾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公司总部未收到业务员返回的问题
纸尿布，只能对李强家所用2011年9
月14日批次的纸尿布进行检测，检
测结果为合格。“小孩感染‘尿片皮
炎’是否由雀氏纸尿片引起，目前未
有定论”。

“纸尿布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理
应由第三方来检测，他们这样不是既
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吗？”李强表示，
业务员未将问题产品发回公司，说明
雀氏公司售后服务不到位，而雀氏公
司没看见问题尿片就说合格，明显是
敷衍消费者。

记者随后电话联系上了雀氏公
司湖南片区负责人吴伟刚。 他承认
自己没有把李强家所用的尿片寄回
总部， 但他表示自己曾就此事和李
强沟通过， “我会将小孩用的纸尿
片寄回福建总部送检， 给消费者一
个答复。”

3月13日上午，省工商局召开“消费与安全”主题
座谈会， 会上， 省消费者委员会会长阳芳华透露，去
年，省工商局共受理消费者投诉36334起，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3200.74万元。

记者注意到，根据省工商局发布的数据，2011年，
我省消费者投诉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十个方面，即家用
电器、食品、通讯产品、服装鞋帽、电信服务、互联网服
务、农用生产资料、装修建材、房产及物业管理、汽车。
在所有消费者的投诉中，投诉质量的多达23155起，占
到总投诉量的63.7%。

质量问题、食品安全是投诉热点
2011年，质量问题突出，而哪些是质量问题最多

的行业呢？
省消费者委员会相关负责人透露，占据质量投诉

前三位的分别是通讯类产品、服装鞋帽类和食品类。
记者注意到，2011年全年投诉中，只有安全、虚假

品质两类同比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其中安全类别中，
占前三位的依次是食宿文化娱乐庆典、食品、装饰材
料；在虚假品质类别中，前三位是保健食品、装饰材料
和种子苗木化肥。“这说明，食品安全类的投诉尤为突
出。”上述负责人表示。

投诉教育培训的多了
投诉属质量问题最多，而投诉增长最快的要数教

育培训了。不少培训班存在虚假宣传、乱收费等问题。
“这些培训班一旦和消费者发生消费争议， 往往

避重就轻，采取拖拉推诿的方式，拒不承担责任。”省
消费者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坦言，因此这类消费纠纷也
越来越多。 ■记者 刘玲玲

去年湖南受理3.6万多起消费投诉

六成投诉质量
食品安全最热

市民投诉：雀氏纸尿片有点“黑”

系列报道之六

妈妈在选择尿不湿时应注意：留
意包装上的标识是否规范， 注意型号
是否符合宝宝的体重和身形； 要选透
气性好的， 底面摸起来类似纸质比较
好，类似塑料膜的不好；买前可先拿试
用装做实验，倒上水试试表面干爽度；
按季节买，春夏季不要购买加厚型的。

提醒

按季节购买，买前先试用

●2011年4月红网报道，雀氏纸尿
片被曝发现类似钢丝的硬物，4个月大
的孩子被扎伤。

●2011年3月东方今报报道，市民
投诉雀氏纸尿片内发现苍蝇。 面对记
者厂家工作人员扭头就走。

●2011年12月安青网报道，消费者
在密封的雀氏纸尿裤里发现死虫，4月
大女婴用后，屁股感染出现了“红疹”现
象，时隔半月厂家无人处理该事。

雀氏质量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