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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工商所老保安爱上帮人维权
不图名不图利，唐师傅一干十多年
文/片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丰国 本报通讯员 张素怡 徐佳瑞

买瓶阿胶粉

一股油漆味

头发没烫好

头皮烫伤了

写着促销并不见得就优惠

超市价格标签道道多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牟晓梅

热心保安义务维权十多年

不少市民上门求援，解决纠纷有时得忙半月

微笑应对委屈，唐师傅的做法赢得工商认可

曾在工商部门干过保安的唐师傅，耳濡目染了许多消费窝心事，于是他萌
发了一个想法，为消费者维权尽自己的一分力。“看到大家都和和睦睦的，我最
高兴。”回想起这十几年义务维权走过的风风雨雨，唐师傅淡淡地说道。3月9日，

记者见到了这位义务为消费者维权十几年的唐师傅。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蒋秀玲 张京亮) 近

日，莱州市区的张女士，在城区一
商场购买了一瓶某品牌的阿胶粉，

打开盖竟有一股强烈的油漆味，而

商家却不予承认有质量问题，最终

经过工商部门调解，张女士获得了

十倍的赔偿。

2月26日，莱州市区的张女士，

在城区一商场购买了一瓶某品牌

的阿胶粉，回家后准备开封食用时
发现这瓶阿胶粉的颜色发暗，与以
往买的不一样，“刚开始还以为是
原料的问题，”张女士介绍道，“但

当打开瓶盖时，一股强烈的油漆气

味扑鼻而来。”

根据多年食用经验，张女士马

上意识到这瓶阿胶粉变质了，接着

她查看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发现

外包装上标注：2009年4月29日生

产，保质期到2011年4月28日。

虽然在保质期内，但颜色和气味

确实和往常不太一样，于是张女士找

到商场要求退货。但商场销售人员认

为这是正常现象，不属于质量问题，

拒绝退货，除非进行监测证明该阿胶

粉已变质。而张女士认为用感观就能

确认的东西没必要去进行检测，双方

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张女士见解决无望，就来到莱

州市工商局投诉。该局12315工作人

员详细询问了张女士投诉的有关情
况，又与商场进行了联系，和双方沟

通后确定，此商品留存工商局，由厂

家技术人员前来鉴定确认。

第二天厂家技术员来到该局

对此瓶阿胶进行了鉴定，认定该瓶

阿胶系高温、长时间阳光照射等因
素导致阿胶变色、变质，是商场保

存不当造成的，属于已变质食品。

经过12315工作人员的协调，双方

最终达成一致：由商场赔偿给张女

士同等价款的阿胶粉10瓶。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丰国 通讯员 连玉
梅) 去美发店烫头，非但没烫出

理想中的效果，却把头皮烫伤了，

要求赔偿却遭理发店老板无理拒

绝。一气之下佘女士投诉到了芝罘

工商分局，最终获得了100元赔付。

近日，佘女士在幸福八村一家
美容美发店烫发，烫完后发现头发

没有烫出理想中的效果，而且头皮
多处有烫伤。“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

么生气，本想好好地打理一下头发，

结果头发没打理成，却把头皮给烫
伤了。”佘女士愤愤地告诉记者。

“你们没有给我把头发烫好，

还把我头皮给烫伤了。是我的错

吗？要求退还我的烫发费用不是应

该的吗？”为此，佘女士找到美发店

的老板理论，要求赔偿退回烫发费

用。但是理发店却以佘女士的发质

不爱出弯儿，加热时间过长才造成

了头皮受伤为由拒绝了佘女士的

赔偿要求。双方协商不成，消费者

佘女士只能到芝罘工商分局投诉。

接到投诉后，工商人员立即展

开调查，最终认为消费者反映的情
况属实，工商人员认为，美发店应对

佘女士头皮所受到的伤害得到赔偿

或者退还烫发费用。最终，美发店同
意了工商部门的调解意见，给予佘

女士100元赔偿，对此结果，消费者

表示满意。

近日，有市民向记者

反应，在超市购物时发现

明明写着“促销商品”，价

格上却并没有优惠，市民

对此表示不解。3月9日，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超市

发现，部分超市的价格标

签确实隐藏着很多猫腻。

9日上午，记者来到

位于开发区长江路的家

家悦超市，在超市的负一
层区域，很多醒目的促销

商品价格标签映入眼帘，

记者仔细看了一下，某品
牌的啤酒，促销价格标注
的是9 . 80元，原价也标注
的9 . 80元，促销商品却没

有优惠。记者在商场内转

了一圈发现，还有多种商

品都是只促销却不优惠，

还有的促销牌子上只有

现价，没有标注原价。该

超市的一位工作人员对

此表示，促销商品不一定

就要降价，有些可能有赠

品优惠。随后，记者又来

到美特好超市，超市中记

者看到某一种促销果冻，

原价 3 . 0 0 元，促销价格
2 . 99元，只便宜了一分钱，

还有的便宜了一毛钱。现

场的一位促销人员表示，

促销让利的空间是没有

明确标准的，不是说这件

商品原价 1 0 块，我搞促

销，就得按50%或者一定

份额降价的，降一分钱也
算是降了的。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

市区多个其他超市，发现

这种现象屡见不鲜。采访

中，记者了解到，很多市
民在超市购物时，往往只

要一看到醒目的促销牌

子，就以为是打折降价，

根本没有仔细看原价是
多少，就直接放入购物车

里。“看着促销就会感觉

两个价格应该差距比较

大，可仔细一看却发现原

来是钻了商家的‘套儿’

了！”在超市购物一位市
民说。

针对这种情况，记者

咨询了山东平和律师事务
所的马国良律师，马律师
对此表示，法律上并没有

规定促销商品优惠的底

线，也没有规定促销就一

定要优惠，也就是说超市
促销便宜与否，便宜一毛

钱还是一分钱，都是合理

的，因而只能提醒广大消

费者看到促销二字，不要

以为其中一定要有优惠，

一定要问清楚了再买。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这

种热情帮人维权的精神真的

很可贵。”幸福工商所的董姓

工作人员介绍，唐师傅不是执

法人员，却肩负起执法人员的

一些责任，难免遭到一些人的

冷言冷语，对此唐师傅始终毫
不在意，“和他相处这么多年，

我从没听他喊过一声累，抱怨

过一句话。”

董介绍，前不久一位居民

在市场上花50多块钱买了一
把菜刀，可回家刚切了一会肉

刀刃卷了，于是，便找到唐师
傅一块跟商家理论。但商家态
度很蛮横，冲唐师傅说了很多

不尊重的话。没办法，唐师傅
给执法部门打了电话。尽管商

家蛮横，但唐师傅看起来非常

平静，并始终微笑着说着每一

句话，向商家讲道理。“只是在

调解完毕后，我看到老唐转过

身，深深的叹了口气。”董介

绍。

唐师傅的这种行为，对工

商部门日常工作的展开提供

了很大的帮助。“其实，有的时
候市民的一句话比我们工作

人员的十句话都管用。我们作

为国家公职人员在某种程度

上给商家的是一种压力，是一
种法律层面上的约束，而市民

不同，更多的是给人以道德上

的引导。”工商所工作人员表

示。

读者朋友，如果您身边有
这种默默帮助他人维权的斗

士，可拨打本报记者电话

15053508753，本报将对部分维

权人物给予报道。

唐师傅的热心渐渐开始
传开，消费中有什么窝心事，

附近的居民都喜欢向唐师傅
倾诉，其中不少市民是慕名而

来。“前几天花五六百元钱买

了双品牌鞋子，原以为赚了便

宜，结果竟然是假的。穿了没

几天，鞋子就出现了问题。”李

女士向记者介绍，于是便带着

鞋子找到唐师傅，经过唐师傅
多次协调，对方才给换回一双

正品鞋。

在多年帮人维权的生活

中，唐师傅慢慢练就了自己的

一套协调技巧。“首先必须注

意细节，越微小的地方可能越

是矛盾的起点。”唐师傅笑着

介绍道，“再一个就是在真诚

的基础上，据理力争。”

在日常生活中，帮人维
权的义务工作花费了唐师傅
很大精力。一件消费纠纷事

件，唐师傅甚至得忙两个星

期。居民李大姐的衣服在干
洗时被染了色，但商家不给
赔偿，李大姐无奈，便拿着衣
服找到唐师傅，为这事，唐师

傅足足忙了半个月，双方才

达成共识。

除了帮助消费者维权之

外，唐师傅还监督着辖区内的

一些商家，前不久，辖区内一
个体户开办了鞋厂，但并没有

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得

知此事，唐师傅主动上门劝告
经营者合法经营。

唐师傅今年54岁，中等个
头，身材偏瘦，但看起来精神头
十足。目前在幸福小区做夜勤工

作，是一位普通的市民，但身上

却有着不同寻常的事迹，小区居

民都喜欢称他为“热心肠”。也就

是这样一位热心大叔，自觉担起
帮人维权的担子，一担就是十多

年。

“我以前曾在工商部门做过

保安，看到也听到不少消费者在

消费中上当受骗的事情。”唐师

傅说道，每当此时心里就感觉很
难受，便想着应该尽自己的一分

力量。

据了解，唐师傅的家庭条件

一般，老伴身体不好，长年需要
吃药，孩子还在读书，家里所有

的开支基本上都靠唐师傅微薄

的工资。“看他白天比较清闲，很
多次我们都准备给他介绍个兼

职做，也好补贴家用，但都被老

唐婉拒了。”唐师傅的一位朋友

介绍道，“他总是说做些有意义
的事，比挣钱重要。”

然而帮人维权也并非一件

易事，除了东跑西走，身体上的

劳累外，老唐还必须掌握一定的

法律法规，因此，辖区内的工商

所便成了他常去的地方。“刚开

始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来我办

公室，探讨一些消费法规，以及

调解纠纷的技巧。”幸福工商所

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唐师傅
是个勤快的人，有时候我都累

了，他还在问询。”

▲促销价和原价一样

▲没有标注原价

▲只便宜一分钱

唐师傅接受本报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