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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懂话术，避开家电维修套路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雯倩

“趁着我没注意，维修工把号称四五百块
钱一瓶的疏通剂哐哐往管道里倒，足足有十几
瓶！”最近，上海王女士通过“58 同城”网络
平台，联系了一家家政维修公司提供马桶疏通
服务，没想到，竟然花了近 5000 元。

家中的常用电器损坏本就是糟心事，但在
请专业服务时还遭遇“套路”，这让消费者大
呼 “伤不起”。很多人说家电维修“水太深”，
那么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如何躲开套路呢？

■伊姐说科普

小儿肝移植术前指导
文 / 刘琳（湖南省儿童医院肝病科） 

1.营养评估。反复测量皮肤褶皱

厚度和臀围，加强营养，�����，����������

处于最佳状态；补充和检测脂溶性维

生素；对胆汁淤积性肝病��在常规

补充蛋白质的同时添加�用中链甘油

三酯。等待肝移植期间，尽早加强营

养支撑，帮助改善预后；在某些情形

下可采用鼻饲和肠外营养。2.疫苗接

种。肝移植受者需长期服用免疫抑

制药物来预防排斥反应，因此，肝移

植受者的免疫系统功能较普通人更

弱，��������后�����，��������后�������������后�����

及需要接种相关疫苗的主要原因。�

�及家属应该在移植前，最好�终

末期肝病�生之前，完成适龄疫苗

接种，即对未完成必要疫苗接种的�

�可�前接种，�龄在 � �����可�前接种，�龄在 � ������前接种，�龄在 � �����

备肝移植的��，和�龄小于 � ��

的��，均需接种灭活的季节性流�

疫苗。

 

 孩子经常鼻塞的常见原因
文/石蕊荔(湖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 

1. �呼吸道��。如果���生

�冒，可能��鼻塞伴�热等�状。

此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药物治疗。

2.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可

��鼻塞伴鼻子痒、打喷嚏�状。建

议完善过敏原检�，�免过敏原接原检�，�免过敏原接检�，�免过敏原接

触，�状明显时口服抗组胺药或抗过

敏药，如氯雷他定颗粒进行治疗，同

时�可配合穴位按摩进行治疗。3. 鼻

息肉。鼻息肉最常见的�状�持续性

鼻塞，�状可随息肉体积长大而加重。

��如因鼻息肉导致鼻塞，一般无特

殊药物治疗，可及时就医，通过手�

切除。4. 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

大，�可能��鼻塞�状。如果�状

较轻微，可遵医嘱�用药物治疗，严

重者需手�切除腺样体。

 

如何应对小儿急性喉炎
文 / 肖秋英（湖南省儿童医院舒适化

医疗管理中心） 

 急性喉炎�小�常见疾病，多�

于半岁至 3 岁的婴幼�，在气温骤变

或�寒冷的季节中较为常见。1.注意

天气的变化。小�身体抵抗力较弱，

同时由于疾病原因，无法抵抗外界的

危害。因此，家长要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情况，适当为��增减衣物，�免

��受热或寒冷情况，尽量让��多

晒太阳。2. 不要在�病期间带孩子�

门。急性喉炎�一种传�性疾病，因，因因

此，在流行性�冒期间，最好不要

带孩子�门，�免��受到其他病

菌的危害。此外，家长�要尽量保证

��的水电解质平衡及营养。3.注意

通风。通风�减轻��临床�状的

主要手�。因此，家长要注意保持�手�。因此，家长要注意保持�。因此，家长要注意保持�保持�

内�气流通，�保证��的呼吸�通。�气流通，�保证��的呼吸�通。

  

布洛芬多久给孩子吃一次安全
文 / 谷晨（湖南省儿童医院麻醉手术科） 

布洛芬需用温水冲服，每 4 至 �

�小时重复给药1次，1天内不能超

过4次。布洛芬�一种非甾体抗炎药，

具有解热镇痛效果。布洛芬在体内

起效时间为半小时，达峰时间为 2

�小时，半衰期为4至��小时。因此，

布洛芬建议隔 4 至 � �小时吃 1次，

全天最多吃 4 次。临床�此药用于

缓解�热�状，连用不能超过 3 天，

治疗疼痛连用不能超过 5天。同时，

�者服用布洛芬的同时，不要服用

其他解热镇痛药物，同服��增加

胃肠道刺激，还��增加肝肾损害，

且服药期间要�免饮酒。此外，服

用布洛芬后如果�状持续不缓解，

�者应及时就诊。由于布洛芬副作

用为轻度胃肠道不适，�可引起胃肠

道�血�加���，因此�化性����，因此�化性���，因此�化性�

��者慎用。

28 元的空调电容维修竟要价 800 元

�别中介为了敛财，会临时聘请一些“游击队”师傅，

帮其伪造或购买证件�谋取高价，或者中介对派去服务

的人员根本不认识，一�订单转手几次，很难直接溯源。

加�家电清洗经常需要拆卸机器，非专业人员缺少专业

培训，靠话�骗取客户�用高价的耗材、骗客户加氟等，

不仅没解决问题反而让客户花冤枉钱。

支招：

不要仅用“星级”“高级”“金牌”等简单表述去衡量

服务人员，要根据自己的要求仔细寻找合适的人选。严

格核实上门服务人员的保险、健康证、身份证、上岗证

是否与所聘公司统一。最重要的是，通过正规的家政服

务平台预约正规公司提供服务。

此外，张永平�醒，�费者如果遇到“天价维修”或“服

务诈骗”的情况，要主动留下相关证据，及时报警和维权。

近日，�海警方捣毁一

“�疏通管道为名，推销高

价管道疏通剂牟取暴利”

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 37 名，涉案金额逾

�00万元人民币。在该团伙

“运作”下，�费者往往需

花费 3000 至 5000 元为管

道疏通服务买单，最多一

单竟高达 19000 元。

据当事人王女士介绍，

维修人员�门之前曾经来

电沟通，双方商量好，维

修费用包括�门费 70 元、

维修费 200 元�及相关的

维修材料费。但�没想到，

维修人员趁她不注意，一

连将十来瓶管道疏通剂倒

入马桶。虽然马桶疏通了，

但管道疏通剂每瓶要价

400 多元。事后，王女士

在电商平台�搜索却��，

�种管道疏通剂一瓶只要

十几元，买得多还可�更

便宜。

王女士的案例在网络

�引起不少网友共鸣。

网友“家有 luky小朋友”

直言自己�遇到过相似的情

况：“�次阳台下水管堵了，

在‘58同城’�找了一�维�维维

修工。维修工一来就说要切

开整栋楼的主管道，还不保

证修好！我直接把他赶走了，

自己稍微掏了毛碎碎�来，

就通了！”网友“倩倩倩婷�”

���疑问：“究竟�类问

题去哪�找工人？”

家住长沙雨花区的唐

先生分享了他的经历。3 �

�前，唐先生家的�调突

然无法启动，于�在“58

同城”找了一名维修师傅

�门，“他�门后说‘过保’

了，开口就�‘换东西要

800 元’”。

唐先生想着那台�调

购买时价格3000 多元，用

了才 4 �，维修一次 800

元太不划算，于�没同意。

随后，他通过朋友推荐，

请了另一品牌�调的维修

师傅�门检�，��只�

�调电�损�。于�，唐�损�。于�，唐损�。于�，唐

先生从该品牌购买了一��

同等型号的电��换，“师��换，“师�换，“师

傅给我看的电�成本价仅�成本价仅成本价仅

28 元，加��门检测费、

安装费，一起花了100 元

就把问题解决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黑猫投诉官网�“管

道疏通”“家电维修”为关键词搜索��，截

至11� 28日，分别显示结果有384条、48�条，

投诉理由大多�指责“故报低价”“三无产品”

“引诱�费”等。

“第三方网络平台经常会�布一些看�去物

美价廉的服务信息，�费者点开相关店铺的详

细信息，还能看到一份分类细致的收费清单，

给人一种价格公道的印象。加�在用户点评一栏，

往往会呈��好评度100%、�时�门、费用透明、

服务规范等优质评价。”湖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

家电清洗专委会主任张永平分析，当�费者拨打

电话后，很有可能在客服的话�引导下下单，然

后师傅�门简单检测，��更换零件或需要进

行工程量较大的维修操作要求，导致�费者一

�不注意，就掉入服务陷阱。

记者�询《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商

务部 2012 �第 7 号）了解，各类家政维修服务

都应明码标价。在实际服务中，�一规定已基

本落实到位。在各大平台可�看到，企业都能

�供清晰明了的收费明细。但争议在于，家政

维修服务存在一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部分维

修人员�门之后会利用�费者的信息不对称，

或巧立名目，或小病大修，将实际维修费用推

高数倍甚至数十倍。

家电清洗和维修服务最常遇见的套路有哪

些，又该如何应对？湖南靓丽洁家政清洗业务

相关负责人万永刚对此展开分析。

28 元成本价的空调电容，维修竟要价 800 元

专业人士提醒：这样避开3大服务套路

万永刚分别进行油烟机清洗知识、电磁炉主板
维修知识讲解。

套路一： 低价敲门，中途加价

�别非专业团队为了抢客源，会�低价为诱饵先�

门，然后在服务过程中再找各种理由加价，比如材料费、

换件费，声称清洗剂用的�最好的、换了几�零件等。

或�本来一�人就能完成的服务，故意安排多名人员进

行服务，从而��费者支付更多的费用。

支招：
消费前务必明确经营主体资格，找正规的家政服务公

司，勿因贪图便宜找一些无证公司或私约服务；事先和

公司签订合同，列明服务面积，约定好服务人员数量、时

间、项目，对可能出现的临时提价、提前走人、财物损失

等情况作出约定；办理预缴卡或优惠卡，一定要事先明确

有无使用年限、节假日限用或提价、单次最低消费金额等

限制条件。

套路二： 偷工减料，服务打折
�别不正规商家可能在清洗或维修过程中偷工减

料，�达到节约成本、节省时间的目的，比如油烟机清

洗更换电机、风轮等，骗取�费者增加修理费用。�不

排除有无良师傅故意破�家电零部件，再��维修或更�维修或更维修或更

换要求。

支招：
平时要积累一些家电维护的基础常识，清洗前要先让

清洗人员试机，确认机器是否完好；清洗时，在旁边监

督拆机过程、清洗过程；清洗完成要留心装机过程并试

机，一旦发现有问题，要立即提出。

套路三： 伪造证件，�假充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