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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付怡冰

“你瘦了吗？”这是爱美人士见面时

最常谈及的话题。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

当苗条或肥胖变得一览无遗时，爱美人

士对自己的身材更加敏感，减肥欲望也

更加强烈。

可是，面对节食、药物、运动、针灸甚

至动手术等各种五花八门的减肥方式，

究竟该如何选择呢？

减肥，各选各的道

8 月 2 日晚，在长沙市开福区一家减

肥训练营，不下 50 名男女正在进行各种

类型的运动。市民李先生在跑步机上挥

汗如雨，夏日的炎热丝毫没有影响他奔

跑的脚步。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今年才 36 岁，

170cm 的个子，体重却达 90 多公斤。体重

增加，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疾病随

之而来。他也尝试过在家运动减肥，但是

毅力不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减肥

药也试过，没有效果。后来，他无意中看

到这种封闭式的减肥训练营广告，说是

通过作息管理、饮食管理、运动指导等方

式综合减肥，效果不错，于是报名参加

了。如今，他在训练营已呆了一个多月，

减了 10 多公斤，整个人感觉清爽多了，精

神面貌也好多了。

运动减肥虽然是人们一致认可的健

康减肥方式，但很多人都因难以坚持而

半途放弃。新近出现的减肥训练营，让这

种坚持成了可能。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

上减肥训练营的收费大多在每月 5000 元

到 8000 元之间，价格不便宜。有分析人士

指出，这很可能会引发性价比方面的消

费纠纷，消费者一定要慎重抉择。

为了有个好身材，许多女性都选择

了节食。记者在长沙一些机关食堂就餐

时留意到，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品，很多女

性都只打一个小菜、一碗清汤加一小口

米饭，有的甚至不要米饭。记者还了解

到，有不少女性多年来一直坚持晚上不

吃主食。

代餐食品减肥法，是目前在年轻人

中比较流行的减肥方式。代餐食品，就是

为取代部分或全部正餐的食物。代餐食

品具有高纤维、低热量、易有持续饱腹感

的特性，吃代餐食品可以更严格地控制

食量和热量，进而达到减肥的目的。据多

位受访的年轻男女反映，利用代餐食品

减肥，明显比只靠节食减肥效果好。

更有急于求成的爱美人士选择手术

减肥。7 月底，记者咨询长沙市一些知名

整形美容医院，均表示有吸脂减肥手术

项目，而且生意都还不错。

减肥路上“雷”不少

记者调查时，有不少人反映，自己在

减肥时“踩雷”了。

一位姓李的女士在《湘问·投诉直通

车》投诉说，她花了 1.5 万多元买减肥产

品，结果体重丝毫未减。她告诉记者，6 月

初她看到一家名为湖南亚美仁公司的减

肥广告，公司承诺“47 天可瘦 20 斤，活动

价只要 520 元”。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购

买了 4 盒减肥产品。服用 3 天后，一名“体

脂规划师”联系上她，说她的减肥效果不

好，还需购买 3060 元的调理产品。刚调理

一周左右，“体脂规划师”又称李女士的

减肥已进入脂肪分解阶段，需另外购买

1.15 万元的分解产品，并警告她说：“如

果不服用分解产品，体重会暴增。”李女

士无奈，只得又付款购买。

“我严格按照公司要求服用产品，一

个月了一斤都没瘦，而公司只是不断让

我交钱，就是个无底洞。”后来，李女士发

现，自己花那么多钱购买的减肥产品，只

是一些益生菌饮品、固体饮料、酵素粉

等，大部分只具有保健功能，有些甚至只

是普通食品。李女士后悔莫及。

一位姓李的先生也遭遇了同样的套

路，他看到湖南康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的减肥广告宣称“28 天减 15 斤”，急于减

肥的他便心动了。结果在“体脂规划师”

的诱导下，他花费了 2 万多元，而对方寄

给他的是一堆 OTC 药物、益生菌饮品、

固体饮料、酵素粉等。吃了这些东西后，

李先生不仅没有达到减肥效果，还导致

肠胃不适入院治疗。

记者来到湖南亚美仁公司位于长沙

县的办公地点，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空

无一人，未见营业迹象。而湖南康远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电话中告诉

记者，公司已经准备注销。

经过查询，记者发现，近一年来，仅

在《湘问·投诉直通车》，消费者关于“减

肥套路”的投诉就超过 120 条。

减脂手术不成功，美体成了“毁体”

的案例也时有发生。一位姓刘的女士向

记者反映，5 月份，她在长沙市芙蓉区一

家 医 疗 美 容 诊 所 缴 纳 2 万 元 做 吸 脂 手

术，术后发现脂肪分布不均匀，腰腹部留

下疤痕。她向职能部门投诉后才知道，这

家医疗美容诊所连做手术的全麻资质都

没有。而前不久杭州网红小冉接受吸脂

手术后器官衰竭致死一事，更是把手术

减肥的安全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提醒

人们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收了预付费跑路的健身减肥机构，

也比比皆是。最近，不少长沙市民就反

映，望城区砂之船金吉鸟健身房一个多

月前突然关闭，700 多名会员的近 200 万

元预付费打了水漂。对此，选择去健身房

减肥的人一定要多个心眼。

减肥要因人而异讲究科学

对于肥胖的人来说，总是希望减肥

能越快越好，收效能越大越好。那么，我

们应该如何健康减肥呢？湖南省中医药

和中西医结合学会营养与健康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教授李定文对此作了解答。

“首先要明确自己到底胖不胖，是否

需要减肥。”李定文说，有些人体重超重，

但是身体的脂肪含量不超标，并不需要

减肥。即使在确定需要减肥的情况下，也

要先找出导致肥胖的真正原因，是原发

性肥胖还是继发性肥胖？是体质性肥胖

还是单纯营养性肥胖？或者是病理性肥

胖、情绪性肥胖、熬夜性肥胖、压力性肥

胖等等，然后再根据不同的肥胖原因选

择减肥方式。

“其次，减肥要有良好的心态，不能

损害健康。”李定文认为，减肥应该因人

而异，循序渐进。应在专业人士或医生的

指导下，采取适合自己的减肥方式。要改

变不良饮食习惯，遵循膳食宝塔、膳食指

南等，在保证身体必需营养的情况下，相

对控制摄入的卡路里。同时，可配合一定

的中药调理，加上适当的运动，从而达到

健康减肥目的。

阿慧

我是一个胖子，一些记不清我名字

的人提起我时，每每用“那个胖子”来称

呼我。在很多人眼里，我永远是无可救药

地胖。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数十年

来，我也一直在与肥胖作斗争。

从我记事起，“肥胖”对我来说就不

陌生，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典型的胖子。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她那样的胖子

真是很少见，以至于不管她走到哪里，都

有孩子像看到怪物一般喊：快来看胖子！

而在一旁的我是那么无地自容。因为肥

胖，妈妈 40 多岁就患上了糖尿病及并发

症，终身与药为伴。肥胖给妈妈带来的痛

苦，让我很小就下定了决心：我以后决不

成为一个胖子。

可是，事与愿违。不知是进城后物质

条件好了，还是遗传因子实在太强大，不

到 30 岁，我的身体竟在不知不觉间像气

球一样膨胀起来。到我警醒时，体重已直

指 70 公斤。去商场买衣服，对别人无比热

情的营业员，见了我往往只是摇摇头便

不再理会；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我也是全

副武装，怕别人嘲笑露出部位的肥硕；游

泳池、海滩等地方，更是不敢涉足……种

种打击都在告诫我：必须减肥！

年轻人贪玩又喜欢睡懒觉，于是，吃

减肥药成了我的首选。我吃过不少减肥

药，中药、西药都试过。记得当时有一种

颇有名气的胶囊型减肥药，厂家搞活动

时我弄到了一盒。一盒吃下来，明显感到

腰身苗条了许多，可惜两百多元一盒的

价格，对于当时只有 1000 多元月工资的

我来说是不可能去购买的。两三个月后，

身材又恢复了原样。其它减肥药也差不

多，一停就反弹。人不能一辈子吃减肥药

吧？且药物潜在的副作用也让人担心。反

复几次后，我便放弃了。

快 40 岁时，有人告诉我，美容院的银

针减肥效果不错。我没有丝毫犹豫，立马

花 3000 多元办了一张有效期为 3 年的减

肥卡。第一个月，我几乎是每天都去美容

院扎针，后来是两三天去一次。为了保证

效果，美容院还要求顾客严格控制高热量

食物，我的早餐由原来主打面条变成了牛

奶、鸡蛋，正餐也改成了以蔬菜为主。3 个

月后，效果出来了，我的体重下降了 20 多

公斤。身体一下子变轻盈，我心里不知有

多高兴，买衣服的欲望也疯狂增长，没事

就往商场跑，感觉穿什么都好看。

可我的好心情并没有维持多久，90

岁外婆的到来让我彻底醒悟。那天，我给

洗完澡的外婆穿衣服，看到她上臂的肌

肉松松垂垂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有

两条脂肪被抽干后肌肉松垮、无光泽的

上臂。这个发现让我毅然告别了美容院，

因为我感到肌肉表现出来的老相比肥胖

更丑、更让人恐惧。当然，我的体重也渐

渐恢复了原状。

最后，我选择了运动减肥。这需要极

大的毅力才能持之以恒，一个偷懒的理

由就可能让自己前功尽弃，特别是在冬

天，对搞锻炼的人更是考验，但我还是坚

持下来了。现在的我，每天都跑步、打乒

乓球，一天不运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体

重也停留在 65 公斤左右。虽然在别人眼

里，我还是个胖子，但我不再介意。由于

坚持锻炼身体，科学进食，我这个年纪很

多人都有的“三高”还没“找”上我；而且

我吃得好睡得香，脸色红润，精力充沛，

我觉得这就是美。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蔡吉钊

日前，网友肖先生在《湘问·投诉直通车》投

诉说，轻松保 APP 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擅自

给他开通了保险业务，并于 7月 18日分两次从他

微信零钱里扣款 219 元和 90 元。他在 APP 上看

到，这两笔扣款的收款方都是广东轻松保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肖先生希望有人能帮他解决此事。

接到投诉后，记者拨通了轻松保 APP 的客

服电话。经过核查后，客服告诉记者，肖先生自

行开通了两个不同类型的自动续费保险业务，

且已扣了 3 个月的费用。如果要取消，可以打电

话给保险公司或者自行在线上操作。

记者将情况反馈给肖先生，肖先生回忆说，

有可能是自己在 APP 上注册时操作不当，不小

心开通了自动续费和免密支付功能。

7 月 27 日，肖先生给记者发来消息说，感谢

记者的热心帮助，经过与保险公司沟通，扣除的

钱已经全部退回，自动续费和免密支付功能也

已经关闭。

编辑同志：

最近，洞口县花园镇鸬鹚村村干部在村民微

信群里帮商家推销太阳能灯、洗衣液，引起了村民

们的质疑。

推销 LED 太阳能灯的信息是村主任发布的，

内容为“500W 太阳能灯原价 368 元，惠民补贴 218

元，安装便利简单，只需支付 150 元送货上门，1 年

内有质量问题保修包换，有需要的到村委会报名

安装”。我拨打了厂家留的咨询电话，得知厂址在

广东，在洞口只有一个临时维修点，售后怎么办、

有没有安全隐患等都不清楚。

推销洗衣液的信息则是村妇女主任转发的，

称“广州汰渍”出品的高端洗衣液惠民帮扶，本次

补贴的洗衣液原价 288 元，老百姓只需花 100 元就

可以购买，有需要的找妇女主任登记。

我们认为，村干部在村民微信群里帮商家推

广商品，里面有没有利益往来让人生疑。即使仅仅

出于为民服务的热心，他们能否保证产品质量和

商家信誉也要打个问号，一旦出现纠纷，又如何能

置身事外？呼吁有关部门引起重视，规范村干部的

这种行为。

一村民

记者追踪：

7 月 31 日，洞口县花园镇政府一名负责人回复

说，通过调查，村民反映的两条商品推销信息确实

是村干部发布的，但没有发现村干部在其中有牟利

行为。这两名村干部都是今年才上任的，考虑问题

不周，以为自己是在为村民提供方便。镇政府对两

名村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举一反三要求所有村

干部不得利用村民微信群为商家发布推销信息。

洞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提醒广大村民，对

于进村入户推销的商品，不能贪图便宜，一定要查

看对方是否合法经营、有无质量保证书，以避免买

到假冒伪劣产品。另外，发现违法经销可以及时向

该局举报。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蔡吉钊

编辑同志：

7 月 15 日，我公司在长沙县恒邦物流高峰汽配

城网点发运 24 件汽配至湘潭东，第二天客户在恒

邦物流湘潭东网点提货时发现少了一桶齿轮油。

确认该货物已丢失后，恒邦物流湘潭东网点告知

客户，他们无法处理赔付事宜，需联系长沙发货网

点。我公司又来到恒邦物流高峰汽配城网点，谁知

他们也说自己无法处理，需联系公司总部。因距离

较远，我公司人员多次拨打网点提供的两个总部

理赔电话，都无法接通。恒邦物流这样对待客户，

实在不应该。

谢明

记者追踪：

7月 29日，记者致电恒邦物流高峰汽配城网点，

一名负责人回复说，货物丢失由恒邦物流总部理赔

部门专人处理，网点不能代替客户办理。目前网点

已出具了货物丢失证明，客户要自己与总部联系。

记者多次拨打恒邦物流总部的两个理赔电

话，也一直打不通。后来，记者拨通了该公司的一

个热线电话，对方说这种情况只有打理赔电话，打

不通就只能自己去找。

货物丢了，恒邦物流本应积极主动与客户联

系，处理好理赔事宜。像这样把客户推来推去，只

能让客户寒心。希望恒邦物流改进理赔机制，把服

务做好，让客户满意。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欧金玉

恒邦物流岂能
如此对待客户

编辑同志：

前不久，我在长沙市谷山站乘坐城际铁路时，

安检人员收缴了我 50ml的卸妆水。我上网查询，网

上说这种水剂可以携带，便向工作人员提出质疑，

没想到对方态度很恶劣，称“要带可以，就不要坐这

趟车”。请问：谷山站收缴我卸妆水的行为对不对？

尚女士

记者追踪：

7 月 15 日，记者在 12306 官网上查询到，在铁

路进站乘车禁止和限制携带品公告中，对卸妆水

等液体并没有限制条令。记者联系到长沙火车站

工作人员，对方回复说马上进行调查处理。之后，

尚女士告诉记者，已接到车站电话，要她去取被收

缴的卸妆水。

车站安检人员怎能随意扣留乘客物品？对此，

长沙火车站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会加强对员工

的管理，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和服务意识。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田燕 通讯员 付怡冰

车站收缴乘客卸妆水
对不对

周慧虹

去萌宠餐厅撸猫撸狗早已不再稀奇，从最开始的猫咖、狗

咖，到后来的萌兔体验馆，再到最近的“鸭咖”“猪咖”，越来越

多的萌宠入驻餐馆、咖啡馆、奶茶店等。此类萌宠餐厅勾起不

少消费者的猎奇心理，吸引不少父母带着孩子前往打卡。

据了解，由于主打宠物消费，所以在一些萌宠餐厅，就餐

区与互动区并没有被隔开，消费者可以自由地与动物近距离

接触，甚至还有小朋友把宠物带到餐桌上陪自己吃饭。这样

做，一方面使得店内苍蝇蚊虫增多，并带有宠物异味；另一方

面，宠物易携带各种细菌、病毒和寄生虫，不同的人抚摸容易

互相传染，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风险。

市场监管总局 2018年发布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

范》规定，餐厅饲养和宰杀畜禽等动物的区域，应处于餐饮服

务场所外，并与餐饮服务场所保持适当距离。但萌宠餐厅究竟

该以怎样的方式经营，目前我国尚未有明确的规范要求。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造成的严重危

害仍在持续，防范由野生动物引发的病毒传染问题，必须引

起全社会足够重视。萌宠餐厅经营绝不能随心所欲，相应监

管务必尽快跟上。

对于萌宠餐厅，其宠物是否来自正规渠道、动物检疫情

况如何、是否有合理的管控措施等问题都不容忽视。针对种

种问题和隐患，相关监管部门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规范举

措，对于那些通过非正规渠道引进宠物、不严格落实宠物防

疫措施的萌宠餐厅，该整顿的整顿，该处罚的处罚，坚决守住

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底线。

百姓 论坛 萌宠餐厅：

新吃法需要新监管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田燕 通讯员 付怡冰

近日，株洲市的汤女士反映，去年，株洲铜锣湾全友家居

重新开业时，征集 100 套样板房，优惠力度挺吸引人。于是，

在去年 12 月 21 日，她与株洲铜锣湾全友家居签订了价值

5.98 万元的全屋家具定制合同，当时就交付定金 1.8 万元。今

年 1 月 28 日，对方又催付 3 万元，4 月 10 日再次催付 6201 元。

她前后交付了 5.4 万元货款。

可是，原本计划 7 月搬家的汤女士却一直没有收到货

物。她多次联系株洲铜锣湾全友家居，对方依然不发货。汤女

士没办法，只好向新湖南客户端湘问频道投诉，希望记者能

帮她维权。

收到汤女士的投诉后，记者联系了株洲铜锣湾全友家

居，相关负责人解释说，疫情导致进货物流缓慢，加之顾客订

购的货品缺货、公司人员变动等原因，没能及时向顾客反馈，

现已联系顾客去挑选新的产品款式。

7月 30日，汤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天送来了沙发、床、茶几、

餐桌等，今天刚装好了窗帘，但是还差一张床、电视机柜、冰箱。

她气愤地说：“这家全友家居催款很积极，货没到齐就要求我付

完尾款。我又多次催送剩下的货品，他们还是一拖再拖。”

今年以来，湘问频道收到消费者对株洲铜锣湾全友家居的投

诉十几条，内容包括价格纠纷、发货延迟、家具质量等方面。对此，

株洲市石峰区市场监管局回复记者，如果双方协商不了，消费者可

保留好相关票据、照片等证据，到铜塘湾市场监管所投诉。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蔡吉钊

去医院看病，因故没有看成，挂号费却不退

还。7 月 29 日，郴州市民小段就此向新湖南客户

端湘问频道投诉。几天后，问题得到了处理。

小段说，7月 28日，她去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看病，挂号费为 24元。叫号后，医生了解到小段最

近在吃一种药，说暂时没法进行诊治，要她一周后

再来。病没看成，小段觉得医院应当退还挂号费。

当天下午，她来到医院有关部门要求退还此笔费

用，工作人员让她找当时的医生签字，可这时医生

已下班。第二天，小段又去找医生，但这名医生不

上班。小段对记者说，24元钱并不是个大数目，但

对于不合理的事情，她一定要讨个说法。

8 月 2 日，记者将此投诉转交给郴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该院立即进行了调查，查明投诉人反

映的情况属实，并迅速安排人员处理退费事宜。

医院表示将举一反三，要求医务人员对因特殊情

况无法完成诊疗全过程的患者及时办理退费。

8 月 3 日，小段告诉记者，她已收到了医院

退还的挂号费。

村干部发推销信息
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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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全友”，
请莫失信于你的“上帝”

延伸 阅读 我明白了该如何追求美
——一个经历多种减肥方式者的自白

消费 维权

想变瘦吗？继药物、手术等方式后，训练营又异军突起。面对
五花八门的选择，请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减肥，减肥，小心“踩雷”

漫画/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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