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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瑜伽冥想姿势坐好， 闭上

眼睛 ， 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呼吸 ，

深吸一口气……”

11

月

11

日晚 ，

记者在步行街的一家瑜伽馆， 见到

了正在上课的王胜男。 “ 大学毕业

后， 我是做文员工作的， 常年伏在

电脑前， 腰酸背痛， 还长出了‘ 富

贵包’。” 王胜男告诉记者， 在朋友

的推荐下， 她开始练习瑜伽， 渐渐

地爱上了瑜伽。 “ 瑜伽可以外在修

体， 内在修心， 通过练习瑜伽， 仿

佛整个人都变得平和了。” 王胜男在

上了一年的普通瑜伽课后， 报了一

个教练培训班， 并考取了瑜伽教练

的证书。 “ 现在我把文员的工作辞

了， 专职做一名瑜伽老师。”

跟原先做文员相比， 王胜男坦

言现在当瑜伽教练是更具有幸福感

的职业， 她的学员里很多都是成年

人。 对于成人艺术培训越来越受欢

迎 ， 在她看来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

“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 有

了更多的选择， 可以丰富自己的业

余生活。 同时， 现在很多选秀综艺

节目， 让大家对艺术有了更多的认

识。 学习艺术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

美好、 更有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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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下午下班后， 在凤凰大道一家银行上班的徐琳来到万达

广场一家瑜伽馆，开启了她每周两次的瑜伽课；在步行街一家房产

公司上班的刘楠来到了离家不远的一处画室，穿上围裙、拿起油笔

在纸上挥洒。舞蹈、钢琴、瑜伽、绘画、街舞……如今，随着饶城市民

生活的丰富性，越来越多的“上班族”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选择在

下班时间学一门才艺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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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去了好几家钢琴教室试课后，

95

后谢冰欣终于下定决心，在一家钢琴培训机

构交了学费。“ 从小我就很想学习钢琴，无奈

家里条件不好没有机会学， 现在自己工作

了，第一个目标就是学钢琴。”从事教师工作

的谢冰欣为了弥补儿时的遗憾，报名了钢琴

培训班。“ 学费不菲，一节课要

150

元，这还

是我货比三家选的性价比最高的。 ”

“ 我也不会去考级， 就想当作下班以后

放松自己的一个方式。”谢冰欣告诉记者，自

己每周都会去老师那里上一节课，一对一教

学。“ 我的钢琴老师有教成人， 也有教小朋

友，我并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经过

3

个多月

的学习， 谢冰欣已经会弹一些简单的曲子

了。“ 现在学会了识谱，我还会在网上下载喜

欢的流行歌曲乐谱，拿到琴房练习，偶尔在

朋友面前‘ 露’一手。 ”谢冰欣笑道。

跟谢冰欣一样，刘楠选择去一家画室学

习油画，也是跟兴趣有关。“ 画室里一楼小孩

子居多，二楼基本上都是成年人。”刘楠告诉

记者，初学不久，她要完成一幅小幅的油画

往往需要

3

、

4

个下午。“ 拿着画笔在纸上涂

抹颜料的时候，心很静，时间也过得很快，还

是个不错的解压方式。”在画室里，刘楠还认

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还会相约聚

会。“ 感觉生活跟画一样变得五彩斑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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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花卉作品环绕， 有咖啡香、 茶香的优美环境

里，上一节花艺课是什么样的体验？ 近年来，饶城街头巷

尾各类花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花艺体验课” 成为不少

花店推广花艺美学的新方式，不少“ 小资青年”和“ 文艺青

年”也渐渐迷上了插花。

“ 以前在大学的时候，选修过插花艺术课，那时候就

爱上了插花，后来忙着工作已经很少会插花了，只不过偶

尔经过花店的时候买一束。”在信州区一家企业工作的谭

笑告诉记者， 上周末她偶然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条花

艺体验课的宣传， 立刻动心， 决定去上一节“ 花艺体验

课”。 这是一节专门针对零插花基础女生的入门体验课

程，以牛皮纸袋为花篮，通过对花束的创意组合，做成花

束。“ 费用是一节课

88

元，包括花艺材料费，花束制作完

成后可以带回家。 ”

日前，记者来到滨江东路的一家花店，老板娘介绍：

“ 我们的花艺课分初级课、中级课和高级课，其中包括基

础花材的认识、养护，圆形、扇形、韩式花束以及插花、花

篮的介绍，还是比较全面。 ”适合初学者和刚接触花艺的

“ 小白”课程为

1800

元

10

个课时，而休闲花艺的学习定

价是两个小时

298

元。一旁的花艺老师黄女士提到，常有

带着孩子一起来上课的家长， 学习花艺的过程也能进一

步培养小朋友发现美、认识美、欣赏美。

“ 以前就一直想开一家自己的花店，想到经由自己的

手对花材修剪、排列、包装成为一束传递美好的花束，心

情就非常愉快。 ”正在学习花材知识的李女士告诉记者，

热爱鲜花的人也一定热爱生活。怀着欢喜和好奇，记者体

验了一节花艺课，打刺、剪枝，如何搭配花草的颜色及插

花构图的技巧等，自己学的时候才觉得真的不简单。

传情达意的方式有很多， 而鲜花是最具有自然气息

的。 中国的传统插花艺术， 承载两千多年历史的深厚积

淀。花艺体验课不仅将特色的花道艺术传递，也为人们的

生活锦上添“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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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11

月

12

日，记者从市商务

局获悉，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我

市有

265

家企业组团参会，与全球知名企业对接。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我国主动向世界开放

市场，推动构建互利互惠、包容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

具体行动和务实举措。在为期

6

天的本届进博会上，有上

百场高层次专业配套活动， 来自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家企业， 与超过

50

万名国内外采购商和专业观

众高效精准地对接磋商。据悉，此次参会是我市第二次组

团参加进博会，市商务局紧紧围绕“ 越办越好”的总要求，

经过广泛发动、认真筹备，企业报名人数、参会人数以及

成交金额较去年相比均有所增长，全市各县（ 市、区）也均

有企业参会，涉及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食品及农产品、

服务贸易等行业。

“ 进博会把世界各地、各行业的供应商、采购商都搬

到了‘ 家门口’。”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进博会，

为我市企业深入了解全球市场、拓宽国际视野、学习行业

尖端技术、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平台。“ 对

于政府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招商机会，可以近距离接触

世界行业龙头企业投资意向，了解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

做好我市招商承接工作。 ”近年来，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我市坚持开放合作，着力把上饶打造成为江西大开

放门户。

2018

年，我市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

126

场，

不断开拓了国际市场，让产品“ 走出去”。

另悉，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江西交易团采

购需求发布暨现场签约会上， 上饶交易团签约

4

个采购

项目，涉及太阳能光伏、电子信息等领域，签约采购金额

达

20340

万美元。 其中，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与

OCI

株式

会社签约多晶硅料产品； 江西展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签约气相化学沉积设备； 江西万年芯微电子有限公司分

别与先进太平洋（ 香港）有限公司和

KNS

私人有限公司

签约半导体设备及材料。 项目的签约将对我市推动产业

转型，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签约 4个采购项目

金额达 2亿美元

家企业

265

组团参加进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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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活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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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搜索引擎中搜索“ 上饶成人培

训”，出现了近百家培训机构，包括演讲、口

才、舞蹈、绘画、音乐等。其中，大部分培训机

构并没有完全针对成人， 大多不限制年龄，

课程有少年儿童的，也有成人培训课程。

在万达广场一家瑜伽馆，徐琳每周都会

来至少两次。“ 最开始是生完小孩后想要塑

身，后来练得越来越多，开始喜欢上了瑜伽

文化。”这家瑜伽馆在上饶已经开了

5

年了，

万达馆是第二家分馆，主要课程包括阿斯汤

伽瑜伽、空中瑜伽、火箭瑜伽、肚皮舞、普拉

提等。“ 两个馆的学员加起来有

800

多人，年

龄最小的

8

岁，最大的有

60

多岁，大部分是

上班族。”瑜伽馆负责人诸葛告诉记者，根据

需求，课程形式主要分为了大班课、小班课

和私教课。“ 人数越少教练越可以关注到每

一位学员， 根据学员身体情况设定课程内

容，帮助更好地提升和正确地练习。 ”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的

提高和瑜伽文化的推广， 越来越多的人们

开始选择私教课，进行一对一教学，让练习

更具有针对性。瑜伽私教课的费用也不菲，

一节课

200

元到

600

元不等，时间是

45

分

钟左右。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不少“ 上班族”

在报兴趣班的时候， 都会选择

一对一教学的课程 ，购

买从

3000

元到上万

元不等的课时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