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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二手”也需避“坑”
除了卖掉自己的闲置物品， 你可能
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购买一些别人的二
手物品。首先来看一个受骗的例子。在二
手交易平台中， 数码电脑类商品是最有
关注度，也最受欢迎的一个品类。 往往卖
家发布出售信息之后，只要价格合理，买
家基本上是蜂拥而至，根本不愁卖。 而很
多人也因为电子产品降价快， 而喜欢购
买二手产品。
采访中，本市一位大三学生胡长军在
某个二手交易平台中以 900 元的价格购
买了一台二手 iPhone6S。 但是，胡长军在
收到货后，发现手机看着有些旧，和自己
想象的不一样。 然而，这部手机不仅仅是
看着有些旧的问题，而根本就是一台手机
模型。“手机怎么也开不了机，插上充电器
也没反应。 最后拿去手机店里，人家就告
诉我，这是个手机模型而已。 ”胡长军说。
“我联系卖家要退款， 并且向平台
官方发起了申诉。 ”胡长军说。 但是卖家
以“寄给他的就是真手机”为由，拒不承
认，还反咬胡长军“狸猫换太子”。 而由

于缺乏有效的证据， 胡长军的申诉没有
起到太大作用。 “因为我没有当着快递
员的面打开手机，并且录像，所以证据不
足。 ”胡长军说。
胡长军说：“以后再买二手，一定要
给自己留下足够的证据。 ”
那么，在如此之多的卖家中，对方值
得信任么？这是一个问题。和前面卖家谈
的一样， 因为二手交易平台是一个 C2C
平台，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人，所以找对人
非常重要。那怎么看呢？先看对方的个人
首页，这里有实人认证、信用以及微博，
信用和微博可以点开查看。 核对信用后，
可以看到点赞的、 他关注的以及历史发
布记录，如果对方有交易成功记录，那也
会显示在这里。 一般情况下，按这种方式
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对方是可
以删除掉这些记录的。 确认完个人信息
之后， 再看看这个人的历史评价数量以
及别人对他的评价， 以及他对别人的评
价。 如果是对方卖掉的东西，还可以看看
他以前卖的是什么。

留存证据最重要
网络二手交易平台的出现， 为人们
的生活又提供了一个社会物资得到最大

限度利用的机会， 不仅能收拢一部分资
金， 他人也可以用较为实惠的价格买到

自己心仪的商品。 但是，二手交易平台不
同于传统电商，由于买卖双方都是个人，
并且交易商品大多为二手， 所以对于买
卖双方诚信度的考验要比电商大得多。
而且一旦因为买卖双方的诚信问题造成
纠纷， 平台官方也很难给出最为公正的
裁决。 即使裁决后，也可能遇到被报复事
件。 与电商不同，无论是 B2C 还是 C2C，
电商目前的运营有已经相当成熟， 信用
和评价体系也已经较为完善， 平台官方
的监督和售后也很完善， 一般不会遇到
这些问题。 遇到问题，处理起来也较为方
便、公正。 但是二手平台是 C2C 平台，交
易的商品还是二手， 平台官方在监督和
管理上也尚不如电商平台那样完善，考
验的大多还是买家与卖家之间的自觉和
诚信。
目前，以闲鱼为例，考评一个买家和
卖家的参考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买
家或卖家的芝麻信用分； 第二就是淘宝
等级；第三就是新的实名人脸验证；第四
就是以往交易记录的买方和卖方的评价
记录。 而这样的参考体系只是一种客观
的参考， 不像电商那样卖家卖了假货得
到证明后可以采取诸多措施，比如关店、
罚款、限期关闭店铺等。 二手平台买家和
买家即使被注销账号， 也可以重新注册
新的账号。
所以， 人们在网络二手平台进行交
易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贵重物品尽量选择同城买家
或卖家，并且进行线下见面交易，这样能

购物中心变身“游乐场” 暑期游玩欢乐多
■ 本报记者 刘畅
随着暑假的到来， 天津各大购物中心
纷纷开启暑期专题活动， 商家各出奇招将
商场打造为益智有趣的“游乐场”，为孩子
和年轻人提供一个好去处， 于是新一轮客
流争夺战硝烟再起。

世纪都会上演“反重力运动会”
当渤
海明珠天
津碰上全
国体育盛
事 “全运
会”，市民
们的运动
热情将激
情释放。 值此盛事，天津首个大型蹦床乐园
8 日在 MPT 天津世纪都会开启， 一场持续
9 周的“MPT 反重力运动会”也随之拉开
帷幕。
据了解，“MPT 反重力运动会”中天津
首个大型蹦床乐园占地 200 余平米， 共设
有 6 大创意体验区，包括自由蹦床区、平衡
闯关区、篮球竞技区、攀岩挑战区、海绵泡
沫区，更为低龄小朋友设置海洋探索区，体
会各种反重力娱乐体验。
在自由蹦床区， 参与市民可像蹦床选
手一样，体会定格在空中漂浮的瞬间；在平
衡闯关区，可以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平衡
力比拼；在篮球竞技区可以凭借蹦床弹力，
体会纵身扣篮的酣畅； 在海绵泡沫区可以
沉浸在泡沫中体会软软力学支撑； 在攀岩
区可以比拼身手敏捷；在海洋探索区，小朋
友可跃入海洋球池感受夏日海洋般的清凉
与欢乐。
当日，活动刚刚启动，就吸引了数百位

市民参与。 每一个童心未泯的大孩子、尝新
好奇的时尚男女、天真活泼的学生们、活力
爆满的小孩子， 都在乐园中尽情释放从未
有过的爆发力， 在 200 余平米的蹦床乐园
挑战地心引力，进行无拘无束的跳跃翻腾，
寻找刺激的新体验新乐趣。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称， 从 7 月 8
日至 9 月 3 日，MPT 天津世纪都会推出许
多优惠活动， 让天津市民在炎炎夏日里与
亲朋好友一起感受跳跃腾空的力量， 与爱
人展示你的高度魅力或空中芭蕾的优雅，
与同事同学们享受空中浮动瞬间， 释放无
限压力。

熙悦汇上演亚马逊丛林主题展
7 月
8 日，熙
悦汇购物
中 心“狂
野假期亚
马逊丛林
派对”大
型主题展
在一楼正式启幕。 现场全景还原的亚马逊
丛林、4 米高巨型金刚、 十几种丛林野兽、
以及首次亮相天津购物中心的感应式 “神
秘雨屋”等悉数登场。高科技打造的声、光、
电、味、影五味一体的逼真场景、“浸入式”
的交互体验、野趣横生的趣味游戏、激情四
射巡游表演等共同打造了一场今夏暑期最
难忘的丛林探险体验之旅。
据了解熙悦汇 “狂野假期——
—亚马逊
丛林派对”大型主题展将持续一个月。在烈
日当空、街头人流涌动的城市夏日，大朋友
和小朋友们置身于熙悦汇原始丛林世界，

与大自然零距离相拥， 尽情呼吸原始森林
的负氧离子，倍感夏日清凉。
熙 悦 汇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狂 野 假
期——
—熙悦汇亚马逊丛林派对” 模拟全生
态景观环境，让“丛林探险”妙趣横生，浓
郁的原生态气息充满每一个角落， 各种妙
不可言的奇遇随时发生。
记者在现场看到，4 米高的巨型金刚
黑猩猩就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赫然出现，缠
绕的藤蔓中出其不意地出现野象、 犀牛、
鳄鱼、蟒蛇、棕熊等等，蛙叫虫鸣，仿佛置
身于神奇的丛林中。 绿色高大的智慧古
树，仿佛蕴含着森林灵气与传说，市民可
参与互动，与智慧古树对话交流。 不论是
视觉，还是感官，各种奇妙体验汇集，让人
充满新鲜感和刺激感。 除了这些大型装
置，购物中心内各个角落都充满了异域神
秘色彩，弥漫着浓郁的亚马逊风情。 此次
丛林展，市民还将体验到风靡世界的神奇
“雨屋”。“雨屋”是一个融合奇幻与真实
的独特创意空间, 在馆中昏暗的房间里，
大雨持续不断， 但和屋外的雨却完全不
同，屋内不管人走到哪里，都不会被淋湿，
就好像是雨在躲着人一样。 据了解，雨屋
曾是英国艺术团体兰登国际的装置艺术
作品，在伦敦巴比肯中心和纽约现代艺术
博物馆展出，成为引来众多参观者和引爆
社交媒体的现象级事件。
本次展出期间， 每周末还有更多惊喜
让天津市民感受亚马逊的原始魅力。 不仅
如此， 为了给市民带来一个趣味无限的丛
林探险之旅，熙悦汇围绕“丛林”主题陆续
上线了一系列线上互动游戏和体验， 看完
展后回家也能在手机上玩儿丛林寻宝游戏
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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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的保证自己的利益。
第二，在确定交易之前，查看买家
或卖家 的 芝 麻 信 用 分 ， 一 般 600 分 以
上 的 良 好 评 分 或 700 分 以 上 的 优 质
信用评分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对方
的信用程度。 因为这一信用体系是综
合对方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来的各种消
费记录和学历、工作等综合情况的评
价。 越高的分数，客观上代表着越高
的信用。
第三，就是看实名和人脸认证。 有着
认证的交易方，不诚信的可能性较小，因
为一旦因为诚信问题被处罚， 再用这一
身份注册账号是不可能的。 而实名认证，
如果交易中受骗， 对方的违法成本也和
现实中没有差别。
第四， 就是看淘宝等级和评价记录
了。 但是这只是一个参考，淘宝等级并不
代表什么，花的钱多了，等级自然会高；评
价记录也可以自己刷，可以朋友间互刷。
终上所述， 虽然网络二手交易平台
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好处， 但是在交易过
程中，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利益，寄出商品
时全程录像， 收到商品后全程录像开箱
过程。 有了直接的证据，才能最大化地保
证自己的利益。
不过，总而言之，二手平台上卖东西，
并不是为了赚钱，因为在二手平台卖东西，
价格肯定是低于市场价的， 卖出东西最多
也只能回收一部分资金。 二手平台上买东
西，也别总想着能捡个大便宜，别因为捡便
宜而坑了自己。 俗话说“便宜就是当”。

“中国好空气进校园”
系列公益活动在津启动
■ 本报记者 刘畅

7月 10
日 ，SAIFI
赛菲“中国
好空气进
校园”活动
在天津市
南开中学
正式启动。 2017 年南开中学高考状元王
雨菲同学代表数千名学子接受了空气
净化设备。 未来，该公益活动将在全市
10 余所中小学、幼儿园、福利院及儿童
教育机构陆续开展。 借助技术解决方
案， 未来天津部分学校 “雾霾天不停
课”将成为可能。
据赛菲产品研发中心总工程师惠国
兴介绍，校园空气质量对学生们影响较大
的两个维度分别为：PM2.5 含量和 CO2
含量。 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很多校园的教
室，PM2.5 超过了目前室外一级标准 35
微克／立方米的 3 倍，造成学龄前儿童过
敏性哮喘发病率在近 20 年来飞速提高；
此外，45 分钟的课堂时间，许多教室二氧
化碳浓度可以达到 4000ppm 以上， 是目
前中小学标准 1500ppm 的 2 至 3 倍 ，而
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越高，学生作业效率
越低，作业错误率越高，甚至可导致学生
记忆力减退等。
记者在采访南开中学部分师生时获
悉，目前学校对教学的软硬件环境建设非
常重视，装修一新的教室和学术报告厅高
端大气上档次，未来，学校有望每一间教
室和办公室都会增加新风系统。 这套系统
在理念上和能源利用上确实有独到之处，
希望在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指导下，让
“阻击雾霾进校园”、“雾霾天不停课”成
为一种常态。 并呼吁各界关注校园，共同
提高校园空气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