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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院秀琴

“办张会员卡吧，有优惠！”“烫
个头吧，看着更精神！”“发质太干，
做个护理吧……”坐在理发店里的
椅子里，呼和浩特市民李敏被理发
师反复不断的“强推”服务感到十分
不舒服。

“还能不能好好地剪个头发了？
真够烦人的。”李敏苦恼地说，答应
吧，既伤头发又“伤钱”；不答应吧，又
担心她不好好剪。

在我们身边，但凡是在理发店剪
过头发的人，几乎都被理发师这样苦
口婆心地劝说过。办理会员卡、增加
额外项目和产品，是理发店“忽悠”顾
客的日常套路，而且往往是“一言不
合就翻脸”，给顾客一种“人为刀俎我
为鱼肉”的弱势感。

据李敏回忆，上周末她到赛罕区
鹏欣金游城购物，期间突然想剪头
发，就来到附近的一家理发店。一进
门就受到了店员的热情接待，并请出
店里的“师父”亲自帮她剪。就在李
敏对这家店感觉满意的时候，没想到

“画风”突变。
李敏刚刚洗完头发坐下，这名自

称是店老板的理发师就开始不停地
向她推荐各种“实惠”的烫染套餐。
李敏告诉对方，自己正处在哺乳期，
要给孩子喂奶，不能烫染头发。

之后，这名老板仍然没有放弃，
又建议李敏办一张会员卡，以后剪发
就可以享受9折优惠，“很划算的！”
李敏又以住得远、不方便为由拒绝
了。

“大概是嫌我没给她赚更多钱的
机会吧，老板的态度突然就来了个
180度大转弯，理发时全程黑脸，三
八两下就给我糊弄过去了，剪得七长
八短，特别差。”因为这件事，李敏憋
了一肚子闷气。

无独有偶，鄂尔多斯市民高霞
也曾有过类似经历。“那天我和闺蜜

在东胜逛街，路过一家临街的理发
店，突然被路边的两个小女女给拦
住了，说是我的发质偏干，他们店里
有个免费护理的体验活动，让我参
加。”

高霞说，开春以来风沙较大，自
己的头发确实有些发干发涩，就在朋
友的陪同下进店体验，让她没想到的
是，对方安排她们躺在洗头床上打湿
头发，取出一瓶产品给涂抹了一会
儿，就开始“忽悠”着让买产品。

“跟我们说是抹在头发上的产品
必须使用套装里的另一款产品才能
清洗，一问价钱，一小瓶就要1000多
块！”高霞说，她们本来想拒绝的，但
是对方一看她们不买，立刻就要求她
们离开。

“就当时那种情况，头上全是沫
子，怎么走？只好几个人合起来买了
一瓶。你说，这不是变相的强买强卖
么？拿回去一看，不知是哪出的杂牌
货！”她气鼓鼓地抱怨道，要是起初自

己不贪那点儿小便宜就好了。
还有不少理发店，利用一些传统

节日之类的时间节点，诸如春节前、
农历二月二等，临时性地提高价格。

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惠民街某
住宅小区前的一排门脸房，不到1公
里的距离内开着6家理发店，其中一
家在今年春节过后，特意贴出了这样
的“温馨提示”——“正月十五到二月
二，不能用会员卡结账……”经询问，
不但要求现金支付，不能使用之前预

付给店方的费用，不能享受任何会员
办卡的优惠，而且价格也翻了将近一
倍。

“让我办卡的时候，可从来没有
提到过什么消费限制，只是让我预存
费用，到底划算不划算，只能是各人
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感受来判断了。”
在店内，一名老顾客表达了自己的不
满。

此外，不同的店面理发价格也相
距悬殊。同样是剪一次头发，价格有
十几元的，有上百元的，差距非常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价格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和理发店的规模以及
装修程度有关，大家常去的理发店
一般分为“小区理发店”和“品牌理
发店”。

小区理发店主要分布在各个小
区附近甚至是街边小巷里，大多只
有二三十平方米甚至只是一间小车
库，不仅占地面积小，店员也只有一
两位，这类理发店的价格普遍偏
低。而规模越大、装修越复杂的品
牌理发店，理发价格也会“水涨船
高”。

“其实很多小区理发店的理发师
都有在品牌理发店工作的经验，往往
是像我这样的，在大店里打几年工，
积累一定的经验后，自己独立开店。”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上经营
美发店的王龙告诉记者。

针对美发行业存在的一些容
易引发纠纷的“点”，业内人士提醒
消费者，接受美发服务时做到“四
注意”：一是要注意选择有资质、口
碑好的美发店消费；二是注意要选
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美发用品，拒绝

“三无”产品，避免发质受到损害；
三是注意要谨慎办理预付费美发
卡，办卡前先了解服务内容、违约
责任、有效期限等，建议消费者充
值金额不宜过多；四是要注意消费
后索要消费凭证，注明服务项目，
以便发生问题时作为证据向有关
部门投诉。

近期，呼和浩特市部分路段的通行方式
有调整，具体如下：

机场路
为提高机场路机动车通行效率，改善高

峰时段交通不畅，市交管支队于4月 25日
起对机场路（内师大鸿德学院至启航路）路
段进行调整，将原机动车限速值70公里/时
调整为80公里/时。机场路主路禁止行人、
非机动车通行；禁止行人、非机动车横穿。
行人、非机动车过街请由过街天桥或地下通
道通行。通过机场主路与南北辅道互通岔
口驶入、驶出的机动车，应主动避让主路机
动车通行。

新华东街与丰州路交叉口
为缓解主城区道路通行压力，外围分流

车辆，方便居民出行，市交管支队决定于4
月20日解除新华东街与丰州路交叉口东西
方向机动车左转弯限制，允许机动车全天
24小时左转弯通行，解除新华东街与丰州
路交叉口掉头限制，允许机动车掉头行驶。

新生街
为缓解因大召西夹道道路施工造成的

通行压力，合理利用道路资源，方便周边居
民出行，市交管支队决定于今日起暂对新生
街（大南街—大召西夹道）路段机动车通行
方式进行调整，由原东向西机动车单向通行
方式调整为机动车双向通行方式。截止日
期为4月30日。

金盛路部分路段
按照昭乌达南路—金盛路道路提升改

造施工总体安排，和林格尔新区项目部和中
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4月16日对金
盛路什不斜气村和曙光村路段进行围挡封
闭施工。为保证行人、车辆通行安全和施工
顺利进行，市交管支队根据施工需要，对金
盛路什不斜气村和曙光村路段北向南方向
行车道实施封闭，届时，行人、车辆将由围挡
外侧新建导改道路通行。 （朱丽华）

首府驾驶员注意！
这些道路通行方式
有调整

“明明承诺了，结果还是拒绝了我的‘换
新’要求。”90后小伙施先生在天猫的一家品
牌家电商城购买了一台苹果手机，因为个人
喜好的原因向商家提出换新要求。然而，商
家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南京市玄武区市
场监管局网监分局也支持了商家拒绝退货的
决定。难道“7天无理由退货”不管用了？

这家电商在商品销售页面已经标注了“7

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字样，既然作出了承
诺，又为什么拒绝消费者的退货要求？原
来，小施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内，通过该电
商平台网购了7次型号完全相同的苹果手机，
其中有6次向网购平台提出了无理由退货的要
求，剩下的一次则是申请无理由更换完全相
同的苹果手机。“前几次无理由退货，我们答
应了，但是如此频繁的退换货申请已经对我

们的经营产生了干扰。”
市场监管部门也认为，在本起纠纷中，

小施不愿举证或是无法举证商品存在质量问
题的情况下，选择利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
规则避免自身举证责任，实际已导致自身行
使权利的正当性发生变化。况且，这位消费
者连续7次购买了同一产品，均要求退换货，
这显然不符合正常的合同交易逻辑。投诉人
任性解读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已经涉
嫌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也有违法律规定

“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的根本目的。
这样看来，小伙子对“7 天无理由退

货”的规定是有点误读了。所谓“7天无理
由退货”其实就是赋予消费者的“后悔
权”。但是这个“后悔权”不是可以无条件
的、无限使用的，而是在法律的笼子里。

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法律赋予消费者这
一“后悔权”的前提和初衷。新消法第25条
规定了网络购买商品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
这项制度应该说是针对网络购物的特点，为
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而制定的。因为在网络
购物中，消费者在商品交易完成之前，是无
法看到商品实物的，只有依据经营者在网上
提供的视频、图片、文字说明等信息了解商
品的有关情况，进而作出了购买决定，其不
足之处是缺乏对商品的现场体验。为了弥补
这种缺陷，新消法规定7天无理由退货的制
度，可以被称为反悔权，它的实质是赋予了
消费者在合同缔约之后，在适当的时期内享
有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权利。于是我们知道，
所谓“无理由”其实并非真的“无理”，只
是无需说明理由的意思。

但是，后悔权如果无限扩大，也会带来
另一个弊端，这就是滥用后悔权，无节制退
货，导致正常经营的秩序被打乱，经营者的

权利受到侵犯。所以，法律被后悔权限制在
一个“笼子”里。消法第25条明确规定了经
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
售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除外”的四
种情况。

工商总局今年年初出台的 《网络购买商
品7天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 不仅对消法第
25条的规定进一步细化，还另规定了补充了
以下三类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可以不适用
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这样规定下来，网络购
买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围就界定为

“4+3”的情形。
如果说，上述关于不适用“无理由退

货”的情况主要是从技术层面规定的，对于
那些不属于技术层面，无限制滥用后悔权的
做法，法律也有禁止性规定。消法第四条规
定，“ 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
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暂
行办法》第四条规定，“消费者行使7天无理
由退货权利和网络商品销售者履行7天无理由
退货义务都应当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
则，遵守商业道德。”

本文中的消费者连续7次购买了同一产
品，均要求退换货，这显然不符合正常的合
同交易逻辑，已经涉嫌违背了诚实信用原
则。还有的消费者在购买衣服的时候就会把
不同大小的同款式衣服全订购回去，然后一
一试用再一一退回。这也涉及对后悔权的过
度使用。

当然，在落实“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时，我们常见的是商家的不守信和故意刁
难，但也确有少数消费者过度维权，这同样
需要提醒和纠正。我们不能只是打商家的板
子 ， 而 纵 容 消 费 者 的 不 理 性 行 为 。

（《北京青年报》）

“7天无理由退货”不能滥用

开车出门前你检查过车门、后车窗、车轮
这些小细节么？如果下面说的这几个情况，
在你车上发现了，那就要注意啦！很有可能
是你的爱车被“盯”上了。

下面给大家讲讲目前最常见的偷盗：
1.车窗被擦过
如果4个车窗的玻璃，有一个非常的干

净的话，那你的爱车就要小心了。可能是有
人擦过你的车玻璃，想看看车内有没有贵重
的物品。

要是有的话，旁边没人就会砸窗偷盗。
所以说，贵重物品千万不要留在车内。

2.门把手内塞硬币
这么做的目的是，如果你没有发现，在下

一次锁车的时候，有可能会锁不上。
因为这个硬币是可以将车门卡住的，等

你车里丢东西后，还不知道车门是怎么被打
开的，那就悲剧了。

3.后窗小广告或贴纸
当你去停车场取车时，如果发现后车窗

多了一个小广告或者有张贴纸，这时千万不
要去理会；一定要把车开到人多的地方后停
车，再去取下小广告。

如果你立即去取小广告的话，不法分子
就有机可乘了，小到丢钱包、手机等，大的话，
车就被开走了！

4.前方有障碍物
在一些偏僻的道路上，利用前方的路障，

挡住你的去路，这时候你肯定会下车搬开障
碍物。这时候他们就会趁机偷盗，甚至对你
实施犯罪。这种情况不要轻易下车，如果能
将车锁上，就赶紧打电话报警。

这个情况和第三条性质差不多，都是在
你离开车辆的时候进行盗窃。

提醒：不要把贵重财物放在车内，停车时
要注意检查车辆门窗是否关好、车辆防盗报
警装置是否启动。

夜间停车尽量停放在有看守或监控位
置，尽量不要停放在位置偏僻、行人较少的地
方。

小心车上的“记号”

纯粹消费 ““碎碎念碎碎念””的商业套路的商业套路
提醒提醒：：做到做到““四注意四注意””避免纠纷避免纠纷

指南针

理发，是日常生活中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
是，相信很多人在理发时肯定遇到过被理发师“碎碎
念”式的推销各种项目和产品的经历，付钱时收款员
可能还会向你推销一通办理哪种额度的会员卡最合
算……简简单单的理发变成了套路满满的商业活动。

茶余饭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