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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何容易被保健品推销打动
□黎小球
保健品市场向来红火，也向来不乏争议，人们或为了治疗疾病，或为了预防不测，转身投入它的怀抱。中老年人往往是保健
品购买的主力军，不少年轻人也抱怨自己的父母或长辈深陷在对骗子保健品的信任中，
无法自拔。
“保健品”，从这个名字来说，它是保护健康的产品。和求医问药一样，人们购买保健品，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健康行为。而其
背后，自然有健康行为相关的理论和模式，很多时候，卖保健品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些模式。下面我们就来剖析几个有代
表性的模式，看看父母们是怎么一步步被套牢的。下图：以不同假身份奔波于不同假药、保健品广告的假专家。

“知识-态度-行为模式”步步引人深入
让我们先看这样一个场景：
王阿姨逛街的时候，遇到有人在卖生物
电治疗仪，她依稀听到销售员嘴里说到了
“高
血压”
三个字，于是正好是高血压患者的王阿
姨凑上了前。
看到王阿姨走过来，销售员更加热情：
“每个人体内都有生物电，
得病就是因为生物
电紊乱了。我们的仪器，可以调理生物电并
让它进入病变组织深层，同时激活细胞、清除
体内垃圾。阿姨您看呐，我们的创始人还出
了书的，
产品还上了电视的，好多专家和机构
都在推荐。
”
王阿姨有些心动，这些知识听起来很新
奇，也似乎很有道理，有书还上了电视，应该
很科学。
为什么骗子说的话能打动她呢？因为骗
子巧妙地选择了一个基础知识作为切入点。
有一个与健康相关的行为模式叫作“知识态度-行为模式”
（KAP），理论上说，如果要
让人产生行为或者行为的改变，那么知识的
普及往往是基础。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
时，人对于一件事情会建立态度，也就是信
念，在此基础上，行为的产生便有了铺垫。
购买保健品的人，一开始接触到的往往
是宣传中的各种健康知识，比如上面提到的
“生物电”
，又或者前段时间被推翻的
“酸碱平
衡理论”
，这些所谓的知识点很容易成为宣传
的重点和噱头。产品商们更是习惯为产品披
上科学的外衣，并大肆渲染各种神奇的疗效，
他们甚至会借助书籍、影视等多种手段，
让消

费者觉得
“知识”
可靠又权威。而老年人相信
的可靠知识来源经常都是
“专家的话”
或者一
个
“看起来像新闻一样”
的视频。
如果条件允许，让这样的“知识普及”不
断进行、不断加深，消费者会逐渐建立起相信
这个保健品的态度和信念，于是“购买保健
品”
这个行为实行的倾向性就会越强。
销售员接着说：
“药物都有副作用，
还要
长期吃；
而我们这个仪器是外用的，
只要几个
月病就好了。您要是不信，可以在网上搜搜，
就知道人体内真的有生物电。
”
于是王阿姨回到家，利用她仅有的一点
电脑技能在网上搜了搜，
关键词是
“人体内有
生物电吗？”
。当她发现人体内的确有生物电
时，
便更加相信这个所谓的
“生物电知识”。
而这就是骗子强化其
“知识”
的手腕。这
些所谓的知识必然大部分是假的，但是骗子
会故意往里塞一些真的东西（而且多半用真
东西作为起点），并诱导你去求证这些细节
点，
最终实现影响你态度的效果，
让你觉得对
方可信。
其结果呢——
“我妈听了好多生物电能治疗各种疾病
的知识，拿回了一堆讲解册子，
还自己在网上
搜，
但她根本不会辨别信息的好坏，
转头就买
了回来。
”
王阿姨的女儿抱怨道。
你会问，
医生也会给父母讲知识啊，
子女
也有劝说啊，为什么父母们就信保健品卖家
说的？
其一，人们习惯于接受与自己理解力相

当的知识。老人们往往不会对事情研究得特别
深入和全面，在引导下，经常陷入某一个或几个
知识点，比如“人体内有生物电”这一点就足以
让王阿姨受骗。
其二，知识是获取和习得的。如果是主动
获取知识而不是被动，会比单纯的情感式劝说
有效，也更容易建立态度，因为在主动获取知识
的过程中，人会有一种满足感。其实无论是翻
阅册子还是简单的网络搜索，都是王阿姨在主
动学习并且不断加深。而在整个过程中，王阿
姨自身存在的“高血压”疾病又为此提供了更大
的动力。
对于消费者，尤其是那些已经深陷“保健品
骗局”的人来说，要跳出这个圈子，就要重新获
取知识，转变态度，这个过程被称作“解冻和再
冻结”。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当这种
转变和之前所建立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时候。老
年人往往缺乏收集和理解医学信息的能力，要
重塑知识，转变态度会更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人会觉得
“劝不动他们”
。
实际上，现实中大部分热衷于某些保健品
的人，到后来也不会再去重新学习新的知识，因
为信念的建立是这个模式中的关键，它一旦建
立，通常是持久的，就如同有些经常锻炼的人，
其实对体育锻炼的科学知识知之甚少，但他们
能将不多的知识变成信念，长期坚持运动。
所以如果你的父母长辈现在还没有被某些
保健品毒害，不妨从现在就时不时地给他们打
预防针，不要让你的好心和劝言变成他们深陷
后的
“解冻和再解冻”
。

“健康信念模式”能让知识水平高的人也被骗到
我们再来看看李小姐的故事：
李小姐最近工作压力大，晚上总是睡得
不好，白天也觉得困倦乏力。机缘巧合下，
她
认识了一个微商，被推荐了一款以
“改善亚健
康”
为主要功效的产品。
实际上现代医学里并没有
“亚健康”
的概
念，那微商是如何让李小姐入坑的呢？在两
人的聊天记录里，多得是这样的话：
“你现在
的这些症状，就是亚健康啊！”、
“如果继续放
任不管，等真的生病就晚了！”、
“产品正好在
做活动，现在买最划算了！”、
“你推荐朋友来
买的话，
可以折上折”
……
保健品卖家通过各种说辞让李小姐觉得
自己真的处于“亚健康”状态，还告诉她不从
现在开始保健的话，以后身体会出现各种各
样的问题，而使用保健品后，她又将获得大大
的益处。购买过程中，微商还经常提供一些
所谓的
“福利”
，比如经济上的返利和分红。
保健品宣传中，尤其是这种一对一的宣
传中，卖家往往让你觉得自己或者家人正在
或者即将面临某些健康问题，而使用保健品
之后，可以很好地改善和避免这些问题。这

在很大程度上，
运用了健康相关行为中的
“健
康信念模式”
（HBM），由此促进了消费者的
购买行为。
这种模式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易感性：让人认识到自己存在或潜在
的健康问题以及患某种疾病的可能。
■严重性：
让人认识到如果患了某病，会
有多严重。
■益处：让人产生主动采取保健活动来
降低患病率或减轻疾病症状的想法。
■障碍：
找到阻碍行为实施的因素。
■自我效能：让人有信心通过长期努力
改变不良行为。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卖家经常说的话，就
会发现它们和这几个方面都能对应得上：
“如果你现在经常觉得乏力，
就是处于亚
健 康 啊 ，不 保 健 的 话 ，以 后 各 种 病 都 来
了！”——卖家在强调疾病的易感性和严重
性。
“我们这款产品，男女老少都适用，过不
了多久，您什么毛病都好了！”——卖家在述
说益处。

“这样吧，您要是觉得价格高，可以再拉
几 个 人 一 起 买 ，这 样 我 们 可 以 给 你 打
折。”
——卖家在试图清除经济障碍。
“长期用绝对有效，你可以加我们的用户
群，大家一起交流心得。”——卖家在进一步
加强自我效能。
在促进购买保健品的行为中，易感性和
严重性提供了动机，益处提供了可能性，自我
效能决定了努力程度。如果再进一步让消费
者免除障碍，
那么购买行为会更显著。
保健品卖家在不知不觉中用到健康信念
模式，让你感知到自己有健康风险，患病以后
会有多惨，从而产生购买保健品的想法，商家
甚至还会想办法为你解决购买中的各种障
碍，在“自我效能”部分，又可以通过同伴、组
织等加深。由于健康信念模式更依赖于动
机，所以很多知识水平高的人也有可能陷入
骗局。
一旦你相信自己真的有那些健康问题，
而吃了保健品以后会有益处，你就更可能产
生购买行为。于是，保健品就这样到了人们
的手中。

“创新扩散理论”
以点带面
再来看看张大爷的故事——
张大爷最近有点忙，他是小区的广
场舞明星，棋牌室里的常胜将军，最近更
是因为某种保健品风光无限。
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小区最近开了
一家保健品推销连锁店，张大爷每次去
跳广场舞时都会在路上收到他们的传
单。一天，张大爷跳完广场舞准备回家，
路过保健品店时被老板拉住了。老板说
近期会组织一个免费的健康讲座，希望
张大爷帮忙宣传，并送了一些免费的小
礼品给他。
讲座那天，来了不少人，保健品店的
老板给每人都送了免费的礼物，并承诺
下次来的奖品会更丰厚。
“ 免费听讲座，
还有礼品拿”这样的事很快在小区的老
人中传开了。在第二次的讲座上，老板
开始推荐他们的保健品，其他人有点犹
豫，但是张大爷果断地买了。之后，无论
是广场上，还是棋牌室里，每次被人问起
保健品好不好时，张大爷都说“好”。渐
渐地，在讲座上买保健品的人越来越多，
保健品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了……
保健品的流行，尤其是某些新打入
市场上的保健品，往往是从少数人开始
使用，然后慢慢扩散，逐渐拥有越来越大
的影响力。张大爷这样的人往往是保健
品使用的“先驱者”，他们在老年人群体
里有一定的话语权和示范作用，如果你
的家人和朋友购买过保健品，他们往往
是被这样的人带动的，卖家们就是接近
“张大爷们”并试图通过他们“口口相传”
让更多的人来购买。
为何要寻找和接近“张大爷们”？健
康相关行为的“创新扩散理论”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将人群
分为五类：先驱者、早期采用者、早期追
随者、晚期追随者、落后者。当一项新的
东西出现时，那些先驱者往往会最先开
始尝试。不同的社会场景下，先驱者的
身份会有不同，比如新的电子产品出现
时，先驱者更多的是年轻人。然后，这种
新产品和新方法通常由先驱者慢慢扩散
至早期采用者，再一步步外扩。
新出的保健品以及保健方法，他们
的先驱者往往是中老年人。至于他们为
何容易成为保健品购买中的先驱者，有
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相关意识薄弱或
者情感上的缺失等等。
找准先驱者是这个理论中最重要的
一环，它往往决定了产品或者方法的传
播效果。保健品卖家为了产品的推广，
往往是直击最有可能成为先驱者的人，
比如相关疾病的病人、老年人或者信息
获取能力较弱的人等，又或者就是这个
故事中的小区明星张大爷，并由此开始
了以他们为中心的扩散。

实际上，在真正的保健品销售中，这
些模式往往共同作用对人们产生影响。
上面提到的这些健康相关行为的理论和
模式，其实还不足以概括保健品贩卖商
运用的所有手段背后的理论。科学家们
研究人们健康相关行为背后的理论，是
为了更好地进行健康教育和健康传播，
改变人们不良的生活方式，预防疾病。
但在很多保健品贩卖中，厂商和卖家却
经常有意无意地利用到了这些理论。即
使我们了解了他们的套路，由于这些模
式的实际效应，要改变一个深陷“保健品
骗局”的人依然非常困难。就连专业人
士，
在劝说家人时也往往会尴尬碰壁。
正因为如此，才凸显出监管环境的
重要性。劝说家人费心费力而往往收效
甚微，与之相比，在环境中尽量减少骗子
保健品能够生存的土壤，或许才是清除
保健品骗局的最有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