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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骏）7月
31 日，本报“民生·最关注”
版面刊登了《超市购物双重价
格，你遇到过吗？》一文，报
道了一位市民在超市购物时因
不是会员而未能享受到相对优
惠的会员价。由于商品的价格
标签上并未注明“会员价”，
该市民对超市的做法提出了质
疑。8 月 1 日，欧尚超市南环
路店就此事给予回应，表示针
对“双重价格”现象的一系列
整改措施正在进行中。

“得知此事后，我们超市
很重视。”欧尚超市南环路店
客服经理张军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实际上，在促销商品
的价格标签上，超市一直都有
注明“会员”。在这一事件发
生后，超市方面对于那些促销
商品的价格标签进行了检查，
更换了存在问题的价格标签。
不仅如此，在超市一些醒目的
位置还贴上了“温馨提示”，
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不
过，对于一些散称的促销商
品，在机器打印出来的价格标

签上，超市方面由于技术等原
因，暂时仍无法标明“会员”
之类的字样，对此，超市方面
将会让促销员在促销过程中向
消费者口头说明。张军表示，
如果消费者在欧尚超市南环路
店再遇到类似问题，可直接向
客服部门反映，客服部门将及
时进行妥善处理。

虽然超市方面做出了整
改，但有关会员独享的“促销
价”仍让一些老年消费者感到
不满意。今年七十多岁的吴大
爷家住开发区，平日里，吴大爷
和老伴经常会去欧尚超市金陵
西路店里转转，买一些日常的
生活用品。几天前，吴大爷和
老伴在逛超市时，被正在搞促
销活动的洗衣液所吸引。“促销
员告诉我们，这种洗衣液平时
的价格为七十多元，现在搞促
销，只要五十多元，十分划算。”
吴大爷告诉记者，看到优惠力
度比较大，他和老伴便将那瓶
分量十足的洗衣液提到了收银
台结账。然而，结账时，他们却
傻眼了，收银员扫码后告诉他

们这瓶洗衣液的价格为七十多
元。“我当时就说，现在不是搞
促销活动吗？收银员告诉我，
那是会员才能享受的会员价。
我们不是会员，只能按原价卖
给我们。”吴大爷表示，他和老
伴都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办法
办理超市会员，因此只能放弃
购买那瓶洗衣液。吴大爷告诉
记者，当时促销员只是一个劲
儿地告诉他如何优惠，却没有
告知他只有超市会员才能享受
这一优惠。另外，商品的价格
标签上并未注明“会员价”，超
市如此做法，把他和老伴折腾
得够呛。

吴大爷认为，现在超市里
的促销活动似乎都有“会员”这
个前提，如果不是会员，那所谓
的“优惠”就不存在，这样的做
法对于老年人来说有些不公
平，“我们老年人年纪大了，不
太会使用手机，没法办理会员，
这样一来，就不能参与超市的
促销活动了。”

那么，这些无法办理超市
会员的老年人如何才能参与到
超市的促销活动中，享受优惠
价呢？对此，记者与张军进行
了沟通。张军认为，与年轻人
不同，不少老年消费者确实无
法熟练使用智能手机，而超市
不定期推出的优惠活动，其力
度往往比较大，会员价与非会
员价在很多时候的确存在不小
的差距。接下来，超市将对这
一问题进行内部商议，尽量给
出一些解决方案。在方案出来
之前，张军建议，老年消费者可
让子女办理超市会员，之后记
录下子女的会员号码（即办理
会员所用的手机号码），在结账
时，只要报出号码，便可享受促
销价。另外，老年消费者也可
使用家中的固定电话号码注册
会员。对于一些子女不在身
边，难以进行这些操作的老年
消费者，超市方面接下来将考
虑出台一些温馨措施，给这一
部分老年消费者予以特殊照
顾。

本报讯（记者 张敏）如今，
“共享”是一个热词，但“共享经
济”在发展过程却遭遇着尴尬。
继“共享单车”频频爆出负面消
息后，几个月前扎堆在我市出现
的“共享充电宝”也遭受着市民
们的质疑，渐渐成为商场里的摆
设，几乎无人使用。

质疑一：
手机都没电了还怎么

扫码？

昨日，记者在新民路一商场
内看到摆放着的“共享充电宝”
柜，柜身印有醒目的“免押金”字
样，柜里放满了充电宝，却没有
一个被租出去。这是怎么回
事？

“共享充电宝只是听着方
便，实际操作起来感觉不怎样。”
一位市民如此形容自己租用共
享充电宝的感受。她称，现在出
门在外的人随身包里都会备上
一个或多个充电宝，根本用不着
去租用共享的，而且真遇到了手
机没电的情况，也来不及按照扫
码的步骤操作了。“手机都没电
了，还怎么扫码租用啊？”该市民

反问道。
至于免押金，多数市民表示

并没有觉得有多少吸引力。有
使用者称，免押金其实是有门槛
的，得用芝麻信用分，这在操作
上就增加了一些“麻烦”，如果使
用者急着给手机充电，哪还有耐
心再在手机上多操作几个步骤
呢？“反正我不会去租用共享充
电宝，感觉自备更方便。”一位市
民接受采访时说道。

质疑二：
会把手机信息共享出

去吗？

记者了解到，作为“共享
经济”的产物，“共享充电宝”
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加
上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心，许多
市民对这个新兴的事物一直持
观望态度。“共享充电宝的同
时，会不会也把自己手机的信
息泄露出去‘共享’了啊？”有
市民担忧道。

众所周知，充电宝充电免
不了要连接USB端口，这样一
来，手机信息的安全就值得关
注。让很多人犹豫的一个主要
原因就是担心一些“恶意”充
电宝不仅会盗取用户个人信
息，还有可能安装手机木马，
删除手机数据等。“共享充电宝
的柜机或装置一般都有多个充
电宝同时充电，如果产品质量
有问题或线路设置不当等，会
不会引发电池爆炸？”市民李先
生还提出了人身安全方面的担
忧。

业内人士提醒市民，在使
用“共享充电宝”时，不要随
意点击带有“允许”等描述性
的按钮。一旦点击了允许或同
意等按钮，那么手机就将与另
一端的电子设备建立可信的

“链接通道”，此时另一端想对
这台手机发起任何请求甚至技
术攻击，都将成为可能。

免押金还是几乎无人使用

“共享充电宝”方便性、
安全性遭质疑成摆设

图为商场内的“共享充电
宝”柜。

记者 张敏 摄

图 为 欧
尚 超 市 南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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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记者 马骏 摄

欧尚超市南环路店针对“双重价格”现象做出整改，对于超市“促销价”的讨论却仍在继续——

会员独享的“促销价”难倒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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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孙俊强）8月 2日下午 1点
左右，G1809 次列车到达丹阳
北站，旅客乘降完毕，就在列
车关门的一刹那，突然从车上
跑下来两名小孩！

正在站台上作业的客运员
张茜发现后，立刻跑去拉住孩
子。此刻，只看到孩子家长在
车内焦急地拍打车窗，无奈此
时列车已经开动，张茜将小孩
带至候车室。客运值班员刘
阳、客运员吴丽见状，赶紧给
小孩买来零食和饮料等，随后
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询问
家长联系方式。很快，刘阳与
G1809 次列车长取得联系，而
孩子也打通了家长电话。随
后，三方约定家长在前方车站
下车，然后返回丹阳站来接孩
子。

在等待孩子家人期间，车

站客运员和民警不停陪着两名
孩子说话，并带他们上厕所。
漫长的三个小时后，下午 4 点
多，小孩的家长由无锡东站转
乘G214次列车返回丹阳北站。
当看到两名孩子安然无恙时，
孩子的母亲和外婆激动地向车
站工作人员连连表示感谢。

据家长说，当天他们带着
三个孩子，从郑州回上海，其
中两名男孩大的七岁，小的才
三岁。由于途中疏于看护，在
列车靠站后启动之际，两个顽
皮的男孩竟然自行跑下了车，
幸好车站工作人员及时发现，
否则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可能
还会发生更大意外。

铁路部门就此提醒，携带
未成年人乘车时，家长一定要
注意看管好自己的小孩，以免
发生危险和意外。

列车关门开动瞬间
车上跑下两名小孩

本报讯（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周玲 张金科）为给小记者提
供一个锻炼的机会、展示的平
台，提升他们的社交等能力，
昨日上午，本报第五届“爱家
尚城杯·小报童”暨“城市小主
人”活动在爱家尚城启动。

现场，市城管局、爱家尚
城、丹阳日报社和金话筒艺术
培训中心等相关单位、机构负
责人及百余名小记者参加了活
动。据了解，丹阳日报小记者
团每年暑假都会组织小报童活
动，今年为第五届，通过“卖

报小行家”活动，小报童体
验，社会参与，考验小报童毅
力，培养小报童各项能力。

丹阳日报小记者团负责人
告诉记者，小报童活动通过组
织孩子去卖报纸，培养孩子的
德商、财商，孩子们可以通过
自己的双手体验赚钱的艰辛，
体会父母挣钱不容易，懂得感
恩父母；同时在卖报纸的过程
中，培养孩子的逆商和主动沟
通能力，提升自信心；培养孩
子的语商，敢于表达和沟通。

据了解，丹阳日报小报童
既是“卖报小行家”也是“城
市小主人”，他们在街头卖报的
同时，还向路人宣传垃圾分类
的相关知识，并参与社会调
查，呼吁广大市民爱护环境，
参与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用汗水记录成长 用行动感恩社会
第五届“爱家尚城杯·小报童”暨“城市小主人”活动昨启动

垃圾中转站安装除臭设备
附近居民称终于没有浓烈的异味了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王伟）高温天气，垃圾中
转站散发出异味在所难免。然
而，最近家住竹林路附近的居
民却发现，尽管连日来热浪滚
滚，可竹林路垃圾中转站却不
再散发出浓烈的异味了。记者
了解到，原来，市城管局环卫
处在此处安装了新型除臭设
备，有效降低了异味对周边居
民的影响。

近日，记者在竹林路垃圾
中转站看到，一台新型除臭设
备正在工作，中转站内不再充
斥着难闻的气味。在现场，市
城管局环卫处有关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这种设备使用植物除
臭剂，净化站内空气，同时利
用生物除臭剂对垃圾转运箱、
运输车辆及站内站外地面垃圾
污水进行生物分解，达到了很
好的除臭效果。“真的很好奇，

最近几次路过这儿都闻不到很
浓的异味了，原来是安装了除
臭设备。”家住紫竹园小区的洪
先生经过竹林路垃圾中转站时
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
生活垃圾清运的主要模式为：
垃圾桶——垃圾清运车——垃
圾中运站——环卫车辆压缩清
运——垃圾处理厂。在此模式
下，垃圾中转站周边极易形成
二次污染，垃圾堆积产生的臭
味也成为中转站一大顽疾，尤
其是在高温天气，就算提高清
运频率，也无法杜绝臭味蔓
延，除臭设备的安装真正解决
了这一问题。这种新型除臭设
备既能从根源消除空间异味，
还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
质，从而最大化减轻对周边居
民的不利影响。

图为垃圾中转站安装的新型
除臭设备。

记者 王国禹 摄

图为启动仪式后，小报童现场合影。

图片新闻

近日，云阳桥社区“银发行动”党支部组织文艺分队走进武
警丹阳中队进行慰问演出。老党员们不畏酷暑，与武警官兵们
演绎了一段“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的军民鱼水情。图
为演出现场。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毕芬清 摄）

持续高温天气，给城市管理工作者带来了诸多不便，尤其
是长期在户外工作的环卫工人。近日，开发区城管局相关负责
人来到环卫工人工作一线，给他们送上矿泉水、人丹等用品，叮
嘱他们在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并对他们用辛勤的
汗水为开发区环境卫生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李溶 摄）

持续高温两人疑因中暑身亡
急救人员提醒市民应以预防为主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邓慧）三伏天持续高温，让
不少人中了“热”招。3日，记者
从市 120院前急救中心获悉，因
高温天气导致中暑、头晕不适患
者数量明显增加。据不完全统
计，7 月 21 日至今，我市已有 27
例因中暑需要急救而拨打 120
的患者，更为不幸的是，其中有
两人疑因中暑导致身亡。

7 月 24 日下午 3 时 20 分左
右，一男子在司徒镇某村被人发
现倒在田里，呼之不应。120急
救人员到场后，检查发现该男子
已无生命体征。8月1日上午11
时 30 分左右，司徒镇某厂宿舍
内，一名中暑患者被发现倒在宿
舍里，且心跳呼吸已停止。 据
120急救人员介绍，在中暑患者
中，户外工作人员、体质虚弱的

老年人居多。为此，120急救人
员提醒广大市民，大伏天如果出
现口渴、没有食欲，且伴有恶心、
头晕、乏力等症状，很可能是轻
微中暑，应迅速离开高温环境。
如果在运动的情况下，应停止运
动，尽快到有空调、风扇的房间
或者大树下休息片刻，则可以缓
解。但如果进一步出现痉挛等
症状，除了离开高温环境外，还
需补充液体及电解质溶液，喝
些盐开水，停止活动。

据介绍，中暑并发热射病
则最为严重，热射病病人会出
现高热、意识不清、头晕或者
抽搐，如不及时治疗将危及生
命。此时，身边人应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进行救助，同时采
取物理方法降低患者体温，或
将患者迅速送往就近医院及时

救治。
120院前急救中心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高温天气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希望广大
市民做好防护措施。中暑应以
预防为主，尽量避免在强烈阳
光直射下进行户外工作及活
动，特别是在午时 11点到午后
17点前，老弱病幼人群应尽量
减少出行。此外，户外工作人
员应多饮水，注意防晒，可携
带十滴水、人丹、藿香正气水
等防暑药品。如发现中暑患
者，应将其迅速脱离高热环
境，用冷水毛巾或用毛巾包裹
冰袋敷在头部、颈部、大腿根
部，以降温并给予饮用盐开
水。严重的中暑患者经简单处
理后无好转，应及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送医院进行救治。

记者 李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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