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脚迈出月子中心 ，后

脚踏入早教中心———这是当

下饶城不少 “

80

后”“

90

后”

年轻父母的写照。

据《中国早教蓝皮书》数

据显示，预计

2025

年我国早

教市场规模将突破

4500

亿

元， 二三线城市有巨大的发

展空间。 随着对婴幼儿早期

教育的重视以及家庭可支配

收入的提升， 饶城迎来了早

教行业的“春天”。 可面对五

花八门的早教机构，拥有“不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的家

长们该如何辨别和选择？

消费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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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萌经济” 正占领商场和购

物中心， 从手机外壳、 零食包装到日用百

货， 不少品牌都推出了吸引眼球的“ 萌设

计”， 以驱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近日， 记

者调查发现， 除了在电商平台卖萌产品销

售火爆外， 在饶城， 与萌物有关的商品也

受到市民的追捧。 此外， 多家购物中心也

引进呆萌卡通形象， 带动经营。

据了解， “ 萌文化” 最早源于日本动

漫， 常被二次元爱好者用来形容极端喜好

的事物。 经过广泛传播后， 常来形容可爱

的人或物。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萌万萌滚

滚来， 《 神偷奶爸》 里讲外星语的小黄人，

《 超能陆战队》 里胖嘟嘟的大白， 《 小猪佩

奇》 中长得像吹风机的粉红小猪……这些

又“ 萌” 又喜人的动画形象成了最大的卖

点， 一时圈粉无数。

“ 卖萌”不仅能卖出好感，还能卖出真金

白银，不少人感慨“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

了你一眼，再也没能管住钱包里的钱”。“ 上

半年看过的一部电影 《 大侦探·皮卡丘》 ，走

出电影院后，脑海中或许不会记得具体的电

影剧情， 但肯定会记得头戴鸭舌帽的皮卡

丘， 眨着忽闪闪、 亮晶晶的大眼睛在‘ 卖

萌’”，大学生小李告诉记者，“ 看完电影后我

还在网上买了几个动漫衍生产品，真的是心

甘情愿为萌物‘ 卖萌’买单。 ”

“ 每次拿着手机的时候看到手机壳萌萌

的， 心情就很好， 虽然这款熊本熊的手机

壳不便宜，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饶城市民

张女士向记者展示她的手机壳， 萌萌憨憨

的熊， 一看到确实让人心情愉快不少。

为什么人们会心甘情愿为“ 萌” 买单？

“‘ 萌’具有生动、可爱、易于理解的特性，带

给人们天然的亲和力、亲近感，在这种放松、

愉悦的心理状态下，不仅会增加人们的消费

欲望， 消费者从中收获的满足感也更强。 ”

“

80

后 、

90

后逐渐成为消费群体的中坚力

量，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年轻化、舒适

感和时尚化，这也是‘ 萌’具有强大生产力的

重要原因吧。 ”……记者走上饶城街头采访，

受访者们给出以上答案。

不仅商品在卖萌， 近一两年来购物中

心也从 “ 萌经济 ” 中分一杯羹 。

9

月

23

日， 记者走访了中心城区多家大型购物中

心发现， 不少商场确实也将呆萌的卡通形

象引入 ， 吸引不少消费者围观 、 拍照 。

“ 中秋节去外面吃饭要排队， 开车又堵， 本

来打算在家过， 但是女儿看朋友圈知道万

达购物中心

1

号门有好多萌萌的兔子， 还

是出门带孩子去看。” 上饶宝妈杨女士说，

“ 一家人跟萌兔子合影拍照， 再去吃一顿丰

盛的中秋团圆饭， 孩子玩得开心， 我们大

人也跟着开心。”

是卖萌更是卖“萌”：

“萌”经济来袭

本报记者 汪珊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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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有家长告诉记者，他遇到过一个早

教机构，工作人员前段时间还是咨询人员，过几天

就摇身一变开始讲课了。“ 听说有的老师只是参加

短期培训后就开始上岗。 教育质量能保证吗？ ”

记者发现，在培训标准和课程设置方面，饶城

的早教机构往往缺乏统一规范。 有早教机构说，自

己机构的培训内容和教材设计是参照美国教育机

构的，然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又是否适合中国孩

子呢？ 无从考证。

家住龙潭湖附近的付女士告诉记者， 去年年

初，她给孩子在某婴儿游泳机构报了班，交了

2018

元，但孩子去了

2

次就不想去了，一去就哭闹。 付

女士想把课程推掉，但是商家表示不能退，只能停

课，等孩子大了再来。“ 我都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

来管管。 ”

在调查中记者了解到，目前，早教行业的准入

标准是缺失的。 国家还未对早期教育行业归属作

出划分，几乎处于教育部门“ 无权管”的局面，影响

到早期教育的健康发展。 各类早教机构多以教育

培训中心的名义在工商部门注册后进行商业运

营，但工商部门却无法对早教机构的办学标准、师

资准入、监督考核作出客观评价，导致早教市场因

准入门槛低而虚假宣传的事件频发。 同时，国内也

还没有早教教师的资格认证制度， 有些教师只持

有幼师资格证书，有些甚至是无证上岗。 虽然一般

会有上岗培训， 但因缺少统一的考核标准而无法

保证师资质量。

谢女士呼吁， 应该将早教机构纳入幼儿教育

架构监管体系，制定明确严格的准入标准，并成立

专业协会，对早教机构进行定期评估考核，制定合

理早教机构的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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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戚虹鸿报道：国庆即将

到来，喜悦的气氛已经在上饶弥漫开来。

无论是餐饮还是时令美食、文化旅游，都

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

国庆假期向来是婚宴摆酒的旺季，许

多人都选择在这个时间摆婚宴， 不少酒店

提前一年就被预订满了。 记者走访了饶城

多家酒店，

10

月

1

日到

7

日整个国庆长假

都已订满， 酒店的预订率相当可观。 今年

10

月

2

日结婚的何思月告诉记者，“ 国庆

期间是婚庆的高峰期， 我们去年订酒店就

有很多酒店满了，好不容易订到一家。 ”

在超市里， 时令的蔬果和螃蟹也吸

引了不少顾客。

秋风起，蟹脚痒。中秋过后的螃蟹鲜

活美味，撩拨着食客的舌尖。“ 中秋前，在

网上预订了阳澄湖的大闸蟹， 一个个膏

肥味美，全家老少都爱吃，打开朋友圈看

看，亲朋好友晒餐桌，都是螃蟹唱主角。”

除了螃蟹，秋天里的板栗也上市了，

甘甜可口，板栗个个饱满，又大又沉。 熟

板栗吃起来绵密甘甜， 富含淀粉和丰富

的营养成分， 不论是店里卖的糖炒板栗

还是菜市场里的生板栗， 都受到了食客

们的青睐。“ 平时家里会用板栗烧肉，甜

甜粉粉的板栗浸润着肉香，特别好吃。 ”

秋天上市的石榴和柚子也是不少人喜

爱的。石榴一颗颗晶莹剔透，如红宝石莹润

可爱，吃起来汁多爽口；而柚子汁多肉厚，

酸酸甜甜，富含维生素

C

。“ 入秋之后，天气

干燥，要多吃点水果润润燥”，在超市里正

在挑选水果的市民潘静告诉记者。

除了美食，国庆也是出游的高峰期。

国庆期间，秋高气爽，再加上假期较为集

中，对于爱好旅游的人们来说，这段时间

是难得的出游好时机。

今年上饶将举办

2019

上饶乡村旅

游文化消费季，在华熙

LIVE

公园将集中

展示上饶的美食和特色旅游商品。 信州

区的羊角糖、饭麸粿、上饶鸡腿南瓜干、豆

豉粿

;

铅山县的灯盏粿、河红茶；上饶县的

茶油、蜂蜜

;

广丰区的马家柚、红木；德兴

市的铜工艺品；万年县的贡米、珍珠；弋阳

的年糕

;

婺源的糯米子糕、汽糕、绿茶、皇

菊；余干的辣椒、芡实等。 届时，市民游客

可以根据各人喜好购买商品。

国

庆

将

至

消

费

市

场

好

热

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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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本《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

书横空出世，刷新了中国家长的家庭教育理念。如

今，受这一理念影响的孩子大部分也已为人父母，

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上也显得愈发重视。

记者在网上搜索“ 上饶早教机构”，相关搜索

达到

2,610,000

个， 大多是针对

0-6

岁的儿童提

供教育培训。 在饶城，越来越多的家长被“ 激发潜

能”“ 全面发展” 所打动，“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渐渐演变成了“ 早教影响一生”。

“ 没生孩子以前，我觉得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

好，生了孩子以后，不知不觉我也陆续给孩子报了

2

、

3

个早教班。 ”牵着

4

岁的女儿，“

90

后”妈妈谷

璞告诉记者，她还有同事给孩子报了

4

、

5

个班呢。

记者走访中发现， 早教机构往往都有免费课

程提供试听， 试听结束后会有工作人员一对一进

行介绍，在对课程内容介绍完成后，价格成为绕不

开的话题。“ 如果买

100

节课，还可以送价值

800

元的绘本。 ”在万达广场一家绘本馆里，店内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一节绘本课是

45

分钟，一周一节

课的话，

100

节课可以上两年。“ 定的课程越多单

价越便宜，有家长一次定

200

节课的，一个礼拜来

上

2

、

3

次。”记者推算，一般一节课是

128

元，一次

买

100

节课优惠下来的话，一节课是

86

元，但总

费用要

8600

元。

一节早教课动辄上百元， 在饶城早教市场不

占少数。记者走访发现，饶城的早教机构一般都是

按照课时收费，每节课从

30

分钟到

45

分钟不等，

价格大部分在

100

元至几百元不等， 不过如果报

的课时越多，单节课价格也就越便宜。不少接受采

访的家长表示，早教机构价格普遍不便宜，一般家

庭偶尔上上还行，长期消费有些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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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教是指孩子在

0-6

岁这个阶段，根据孩

子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以及敏感期的发展特点，

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培养。”从事多年幼儿教育

的谢女士告诉记者， 早教为多元智能和健康人格

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侧重开发儿童的潜能，促

进儿童在语言、智力、艺术、情感、人格和社会性等

方面的全面发展。

在友邦壹号公馆的二楼的一处英语培训机构，

5

名

2

至

4

岁的孩子正由母亲带领着参加试听课。 记

者看到， 试听课由一名主讲老师和一名助教共同进

行。 主讲老师全程用英语教学，偶尔碰到难懂的词汇

或者关键环节，助教会在一旁用中文解释，整个教学

过程是通过互动游戏、绘本阅读来完成的。“ 我还挺

惊讶的，宝宝第一次来上英语课，居然能坚持一整节

课。 ”家长杨先生告诉记者，

40

分钟左右的课程里，

5

名孩子都与老师有了不错的互动。 据该机构负责人

介绍，他们提倡用遵循学习语言的规律来学英语，不

靠传统的学音标方式，而是在早期通过大量听音频、

绘本、儿歌的方式，培养孩子听说能力，当积累到一

定的知识量后，学习自然拼读。

“ 我们这里的英文老师有上海外国语学校毕

业的，还有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位于万达广场的

一家早教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该机构里有专

门进行全英文的绘本教学课程， 让孩子从小接触

英语，对以后的发展包括出国都是有好处的。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英语早教机构，还有平衡

车、亲子游泳、动感打鼓、音乐舞蹈、美术等名目繁

多的课程，家长们应该如何进行选择？

谢女士告诉记者，在选择早教机构的时候，首

先要对该机构的背景进行了解， 看是否有品牌加

盟；其次实地观察上课环境是否卫生，并进一步了

解师资情况、课程研发。“ 可以向机构提出教师的

授课证书，如果含糊不给看的，多半是经不住考验

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观察孩子与老师上课

的互动，看课程有没有引起宝宝的共鸣。 ”

一问：

早教等于贵？

二问：

新颖就是好？

三问：

监管又是谁？

三问

“起跑线 ”

———饶 城 早 教 市 场 透 析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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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消费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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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市场虽然热闹但也提醒消费者出行前要做

好充分的准备， 无论是外出消费还是本地消费， 都

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

、 国庆黄金周期间适逢秋季 ， 也是容易发生

肠道疾病和传染病的高发期， 外出就餐时注意就餐

卫生和安全。 建议消费者在外出就餐时以安全卫生

为根本， 选择食品卫生安全等级评定高的商家， 尽

量选择热加工的菜品。 不暴饮暴食， 饮食清淡， 节

约为要， 合理膳食。 选购预包装熟肉制品、 奶制品

要注意查验保质期限等信息， 从手感、 感官等方面

仔细区分。

2

、 消费者国庆出行选择旅行社出行时， 要提前

选择正规旅游市场主体， 以保证所选择旅行产品的

合理价格和项目。 一旦选定旅行社和旅游产品， 应

认真确认吃住行、 景点、 保险等相关具体事项 ， 拒

绝商家推销名不副实的旅行产品。 建议消费者提前

了解景区门票及限流情况， 部分景点只接受在线预

订或者预约服务的， 尽量提前预订并及时确认 ， 对

景区的限制性条款应当事先知晓。 预订的宾馆饭店

等场所也要事先向商家确认。 要注意区分网络订房

电话和实际酒店的电话， 有些电话只是网络上中介

或平台的电话， 消费者最好直接联系到酒店确定住

宿确保预订成功。 同时警惕网络预订是否存在不合

理的附件条款和选项 。 外出就餐要事先问清单价 、

数量、 计量单位、 相关服务费用等内容， 做到心中

有数。

3

、 很多消费者在外出行喜欢买纪念品或其它

高价值商品， 如果需要选择商品应到正规商家选购，

不轻信商家的夸大宣传， 对于不熟悉的高价值商品

应三思而行， 从正规渠道购买， 多选择商家进行比

较。 无论是采取线上还是线下购物， 外出旅游还是

消费购物， 都应及时向商家索取并妥善保管购物发

票、 小票、 电子交易等有效凭证， 详细注明商品的

名称、 规格、 特征等信息。 扫码付款保留好截图内

容。 一旦发生消费纠纷， 要积极与商家协商， 协商

不成应通过向当地行政部门， 或就近向消协组织投

诉， 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记者 戚虹鸿 整理）

消费

资讯

万达广场“萌兔”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