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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首选普通大米

1

月

10

日，记者在上饶市步行街某大型超市，看到销售大米的区

域，有散称的大米

13

个品牌，价格两元至五六元每斤，比如国产的：稻

优香大米

2.38

元每斤，江苏香米和长粒香大米均是

2.58

元每斤；进口

的大米，比如散称泰国大米

4.58

元每斤。该超市里袋装大米品牌有

16

种，比如国产的：东北珍珠米

25

千克

119

元一袋，徽丰贵妃香米

25

千

克

99.50

元一袋，万年仙人洞米

10

千克

58.80

元一袋，宝香万年贡米

10

千克

75.80

元一袋；进口的：芭曼颂泰国香米

10

千克

128

元一袋。

“ 平时卖

2.50

元左右一斤的普通大米，超市为了提振消费，时常

降价到

2

元左右每斤，大日子仅散装的就能卖出

1000

多斤。这种价格

的大米，绝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喜欢购买。”负责销售大米的导购员徐志

红介绍说。“ 虽然我和老头子的退休工资每个月加在一起有

7000

多

元，生活很好过，但是每次都是购买

2

元左右的大米吃，主要是觉得经

济实惠。 ”一位看上去约

60

来岁的老人边选购边说。

随后，记者在信州区渡口一粮油专卖店，看到店里有

20

多种品牌

的大米出售，便宜的

2.18

元一斤，贵的大米

12.68

元一斤。“ 店里

2.18

元一斤的徽丰贵妃香米销量最好，一般都是老人购买，记得有一天分

别给

13

个老人送上门

1000

多斤。 ”店主王洪生介绍说。

中高端米均是真空小包装

记者在走访大润发、步步高、嘉百乐等大型超市时，发现中高端大

米价位主要集中在

4-13

元每斤，比每斤只需

2

元左右的普通大米要

贵出几倍，都是真空包装。

据信州区中粮广场附近的嘉百乐超市的销售经理李特真介绍，目

前上饶销售的中高端大米主要有以下几类。 从泰国进口大米，然后由

国内厂商分装出售，销售价格为

10

元左右每斤；直接由泰国原装进口

的大米，价格比国内分装的略贵，一般为

12

元左右每斤；产自万年、东

北的有机米，价格主要集中在

5-13

元左右。

“ 市场上的大米打出了有机米、富硒米、免淘米、胚芽米、儿童米等

多个品种，中高端米以精美的真空小包装为主。 ”李特真介绍说，虽然

每天都有不少市民买米，但是许多消费者都不知道，大米其实是属于

一种生鲜食品，其品质会随着接触空气的氧化而下降，并且易受到温

度和湿度的影响， 因此建议顾客选购大米时， 最好选用真空包装，

10

斤或是

20

斤的真空小包装是最好选择，以确保打开后短时间内吃完。

年轻人更爱买中高端米

记者了解到，中高端米的主力消费群体是年轻人。 万达广场的步

步高超市负责大米导购的工作人员陈伟红告诉记者，近年来，超市的

中高端大米品种越来越多，虽然售价较高，但是购买者却是逐年增多，

老年人一般舍不得买，大多是

80

后、

90

后等年轻消费者。“ 我和丈夫

均在经开区的企业上班，两人每月共有近万元的收入，因为上班是两

班倒的，觉得工作比较辛苦，于是在购买食品方面尽量选择品质好些

的，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干好工作。”一位名叫章丽敏的年轻市民边把

选购好的万年贡米搬进购物筐边说。记者看到，每袋

10

斤真空包装的

万年贡米售价为

49.80

元。

在广信区的永盛超市，记者看到，中高端大米更是占据了货架的

主要位置，一些市民在精心挑选。“ 家里的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他喜欢吃泰国香米，于是来买一些。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只要孩子喜

欢，价格贵一点也乐意买。 ”正在选购大米的市民何子仙说。 年轻市民

毛丽君分别选购了普通米和高端米：“ 家里吃饭人多，高端米和普通米

都会买一些，吃得最多的仍是每斤

3

元的大米，中高端米主要给孩子

吃。 ”记者看到毛丽君选购的高端米是

10

斤包装的五常大米，售价为

128

元。

信州区滨江西路一粮油店的老板陈文兴告诉记者，过去大米经营

以低利润为主，主要是靠销量赚取利润，而现在中高端大米越来越多，

5

元每斤甚至价格更高的中高端大米的销量逐年上升，利润比普通大

米高。

市民如何选购大米

现在市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消费也随之升级，如今消费者选

购大米除了作为主粮的刚性需求，还有健康消费需求，从吃大米逐步

趋向吃好大米。

近年来，上饶的市场逐渐进口了泰国、越南等国家的大米，但是国

产的中高端大米还是品种更多，市场上销售的以万年、东北有机大米

为主。“ 万年、东北产的中高端大米，近年来逐渐受到更多的消费者喜

欢。”在渡口经营了

20

多年粮油的店主王海龙介绍说，当然，不是所有

中高端大米都像宣传的那么“ 高大上”，比如，有些大米标注着外国品

牌，产地实为内地，只是引进了外国品种，在国内种植。此外，有些别有

用心的商家为了牟取更多利润，在进口大米分装环节，直接混进国产

大米，以次充好。“ 总而言之，少数宣传为高大上的大米，可能是商家的

噱头，不一定就是好大米，消费者选购时应该注意。 ”王海龙说。

市民又该如何挑选好的大米？王海龙介绍：看硬度：大米粒硬度主

要是由蛋白质的含量决定的，米的硬度越强，蛋白质含量越高，透明度

也越高。一般新米比陈米硬，水分低的米比水分高的米硬，新米比陈米

硬。 用牙咬一下米粒，可以轻松咬断，并听见很脆的“ 嘣”一声，说明是

好大米。看色泽：好大米有光泽，并且光泽均匀正常。大米中的黄粒米，

由于大米中某些营养成分在—定的条件下发生了化学反应，或者是大

米粒中微生物引起的。这些黄粒香味和食味都较差，所以选购时，必须

观察黄粒米的多少。而有些大米外表非常光滑，色泽白亮，多半为抛光

打蜡。 看胚芽：抛光打蜡过的米，和米质低劣的米，不能保留完整的胚

芽，米的大部分营养多集中在胚芽上，在精加工过程中胚芽脱落，也就

是失去了大米的主要营养。闻气味：取少量的大米并向大米哈一口气，

或者用手搓热，迅速闻一下气味。 好米有清香味，不会有异味儿。 无大

米香味的米多半是精加工过，抛光打蜡的米。另外，有发霉气味的米说

明是陈米。

现在的

60

后、

70

后， 童年

有很多值得追寻和怀念的事情，

比如上学时的课间十分钟玩抓

石子的游戏，操场上、教室走廊、

课桌上，放学时的路上……都能

看见三五成群的孩子，就像变魔

术一样，小石头时而抛上，时而

抛下， 然后被准确地牢牢接住，

拽在手里，几双眼睛跟着石头一

会上一会下，不时哈哈大笑……

这就是

60

后 、

70

后儿时玩的

“ 玩具”———抓石子。

现在还有抓石子的孩子吗？

1

月

11

日， 记者到了广信区的

第一小学，发现课间时没有一个

孩子玩抓石子的游戏。 随后，记

者又到了广信区第二小学，又没

有发现有孩子玩抓石子的游戏。

“ 现在的孩子喜欢玩积木、 淘气

堡、滑滑梯、捕鱼、网游等游戏，

抓石子的游戏已经被遗忘了。 ”

老师李特梅说。

接下来，记者在学校附近的

文具店，咨询有没有石子出售。

转了几个店， 才在一个店里看

到有石子出售。“ 每精美包装盒

里，有

5

个石子，每个石子看上

去透明发亮， 因为是水晶玻璃

做的 ，卖

10

元一盒 ，偶尔有小

朋友来买。 ”店主苏燕华介绍，

说起玩小石头， 那是小时候抹

不掉的美好回忆。 上世纪

70

年

代前后， 人们的生活都不怎么

富裕。 加上当时没有现在这么

多的电子游戏，也没有电脑、手

机等电子设备。 作为那时的孩

子们，能做的小游戏就很有限，

抓石子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游

戏只要有两个人， 就可以开始

玩，剪刀石头布，谁赢谁有最先

抓石子的权力。 在抓之前一般

先定规则，规则包括：单手抓还

是双手抓； 一共要抓多少分算

赢。 假设你赢得优先权，右手握

石子与地面平行，撒开。 刚开始

被石头砸到头上，脸上，手上是

常事， 经常疼的戳戳痛处又继

续玩起来。

一般都是自己 “ 制作 ”石

头， 最常用的就是又硬又结实

还不大的石头， 最好接近圆形

的，把它们集结起来，拿到水塘

边， 在大石头上把集结到的石

头一个个磨的圆溜溜的， 洗干

净，基本上磨个

6-10

颗小石头

就够了， 那时候我们玩的最多

是

5

颗石头， 大点的孩子就玩

8-10

颗这样的， 石头越多 ，手

抓到的难度就越大也就越有意

思。 每有空闲时间，约上伙伴，

聚在一起，就是玩石头。 常常忘

记了回家吃饭， 回家又是一顿

挨骂，尽管如此，也阻挡不了第

二天玩石头的兴致。

“ 大优惠，黄金

496

元一克，立减

50

元。 ”

1

月

11

日， 广信区解放路老凤祥银楼的服务员周

小燕正在向顾客推销黄金。记者看到店门口的展

板上写着促销广告， 店里的正中间摆放着炒锅、

电水壶等赠品，不断有顾客进店咨询或是购买。

“ 黄金自大前年开始，除了论克销售，也论

件销售。时下喜欢购买论件的顾客更多了，因为

一口价的黄金工艺更好，佩戴更舒适，而按克销

售的款式更古板，不好看，工艺也不好，配戴也

不是很方便。春节即将到来，结婚的男女青年增

多，店里的黄金销量更好。 当然，生意谈不上火

爆，因为顾客分流了，前几年整个广信区的县城

只有

6

家经营黄金的门店 ， 现在已增加到

19

家。 ”周小燕说。

记者了解到，该店为了吸引顾客，黄金可以

旧换新。 周小燕介绍，消费者拿着旧款首饰，以

1

克抵

1

克的方式来换购新款首饰，但新款首饰超

出旧款首饰克数必须达

5

克以上，这部分差额需

消费者付费购入。 店里也回收黄金。 消费者携带

身份证、发票、旧款黄金实物来办理，回收价比市

场价低

50

元，可换取现金。

随后，记者走进离该店

200

米远的周大生珠

宝店，看到有不少顾客在消费。“ 黄金若是论件购

买，一口价。 若是论克购买，

415

元一克。 消费满

3000

元有礼品赠送。 ”店老板赵如林介绍说。 记

者看到论克销售的黄金首饰的标牌上，写着多少

钱一克，而论件销售的黄金首饰上却是几千不等

的标价。“ 牛年来了，春节临近，生意逐日更好。 ”

赵如林说。

“ 这耳环漂亮，来，我帮你试戴看看。”当日下

午，记者来到万达中国黄金销售店，导购员戴芳

正在热情地帮助一位顾客试戴耳环。戴芳告诉记

者， 首饰金

3

个

9

是

458

元一克，

4

个

9

是

508

元一克，金条是

407

元一克，现在买金条还是很

划算的。 现在国家规定不能说千足金万足金，所

以叫

4

个

9

和

3

个

9

。 ”戴芳说。

据悉，

2014

年， 上饶黄金现货价格处于近

年来的低点，价格约在

265

元每克，到现在，这个

价格已接近翻番。目前，尽管金价大幅上涨，但是

上饶各金店的买卖业务均是平稳上升。

“ 一有空闲时间，便开始赶工，一个小时能够缝制

12

块护膝，每块

8

角钱的酬劳。 最多一天可以赚

100

多

元。 ”

1

月

9

日，广信区旭日街道老街的李黎明边熟练地

给护膝缝边说道。

记者看到，李黎明家的室内外堆放着完工及未完工

的护膝。 李黎明告诉记者，她每天一有空闲时间便缝

制冬天用的护膝 ，材料是上饶经开区服装厂的 ，每周

服装厂派人送一次货过来，同时把制作好的护膝拉回

去。“ 刚结婚的时候，每天在服装厂做事。 现在孩子大

了，要烧饭给上学的孩子吃，便把货拿到家里来做。在

厂里缝制护膝算

1

元钱一块，拿到家里则算

8

角钱一

块。以前到了冬天，田地里也没活做了，女人们就是围

着锅台和孩子转，现在冬闲了也有活干，能赚钱，一切

都挺好的。 ”

“ 天冷的时候，便制作棉鞋。 天热的时候，便制作凉

鞋。 四季都有活干，每天忙个

6

到

8

个小时，可以赚

80

元左右，刚好补贴家用，家里有孩子和老人需要照顾，也

出不去。”李黎明的隔壁邻居麦吉丽，正在利用机器制作

棉鞋。“ 你是赚钱和照顾家庭两不误呀？ ”面对记者的问

题，麦吉丽笑着回答：“ 是呀，记得二三十年前到浙江和

福建打工的时候，看到那边那么多的工厂，当时心里想，

什么时候老家也有许多工厂，那该多好，在家门口，便可

以赚到钱。 当时的梦想现在算是成真了！ ”

记者在老街走了走，发现几乎是家家户户的妇女

都在家里忙赚钱，或是串花，或是做小饰品，或是做衣

服，或是刺绣……每个家庭主妇都很忙。“ 随着精神文

明建设的不断推进 ， 现在的家庭主妇不再沉迷打麻

将，而是忙着勤劳致富。八成的家庭主妇，在照顾家庭

的同时， 可年赚

2

万多元。 ” 居委会干部陈声河说，

“ 居委会每年都要举办勤劳致富培训班， 讲家政服务

的 、讲手工编织的……只要我们一发通知 ，每家每户

都有代表来参加。就这样，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良好

风尚在老街的妇女中传扬开来，学手艺、学技能，忙致

富蔚然成风。 ”

中高端大米走俏 年轻人成消费主力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

图

现在上饶的超市和米店里，价格从两元左右一斤至五六元，甚至十元左右一斤的大米，

比比皆是。 那么如今饶城的市民都在选购什么价格的大米。 日前，记者从上饶多家大型超市

获悉，两元左右的普通大米是中老年市民的最爱，中高端大米的消费群体则是年轻人。

黄金饰品消费旺

本报记者 蒋学华

家门口就业奔小康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

图

儿时记忆

之

抓石子

本报记者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