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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寒露后， 饶城的天气渐冷，

到了萝卜大量上市的季节。 近日，

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夏天虽然干

旱， 但是初冬的萝卜依旧产量高，

质量好，批发零售价格低。

萝卜含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 ，可以凉

拌吃、晒干吃、炒着吃、腌着吃、炖

着吃，还可以生吃，一到秋冬季节，

就成为市民餐桌上的宠儿。记者走

访市区菜市场看到，水灵灵的萝卜

是眼下蔬菜市场的主角，成为每个

综合性蔬菜摊位的必需品。

“ 萝卜正上市，是时令蔬菜，好

吃又健康，价格还便宜，多买点，回

家晒萝卜干。 ”

11

月

6

日上午，在

信州区八角塘农贸市场，一市民的

购物车里放了一袋萝卜，她向记者

比划着，“ 多好的萝卜啊，价钱是真

便宜，一共

20

斤，才花了

16

元。 ”

随后记者来到步行街附近的永盛

超市， 看到该超市的白萝卜标价

0.98

元一斤，购买者络绎不绝。 导

购员介绍说，时下白萝卜是最走俏

的蔬菜，每天要卖出一两千斤。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上饶

市高铁经济试验区的江天农博城，

看到专门批发白萝卜的店里，白萝

卜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一批发商告

诉记者，眼下，正是外地萝卜和本

地萝卜大量集中上市之时，一时间

供大于求，市场上新鲜的萝卜一元

左右一斤，而批发价则更低，每斤

才五六角。“ 白萝卜作为冬季的‘ 当

家菜’之一，具备便宜耐储等优点，

是人们冬季储菜的首选。每年进入

大冷之前， 正是储存白萝卜的时

候，人们在这段时间吃白萝卜比较

多。 如果储存得当，放一个月不成

问题。 ”一批发商说。

“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

开药方。 ”但是，吃萝卜也有讲究。

上饶市人民医院营养科的沈医生

提醒注意以下几点：胡萝卜、白萝

卜最好不要一起食用，二者一起食

用会让两者营养降低；萝卜不宜与

酸性水果一起食用，否则可能诱发

甲状腺肿大；不宜与党参、黄芪一

同食用，萝卜有“ 下气”和“ 消滞”的

作用，与补气类药物（ 如人参、党参

等） 同食会对药效产生一定的阻

碍； 体虚或体质寒凉者不宜多食，

萝卜性质偏凉， 本身体质较弱的

话，吃偏凉的食物会加重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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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随着饶城气温不断下降，寂寞了半年的干货

市场，开始活跃起来，各种有助于驱寒保暖、补充身体营养

的干货开始俏销。

11

月

7

日，记者在广信区第一农贸市场看到，不少市

民纷纷前来选购干货，

10

多家干货店不时有顾客进出。 在

一家销售干货的摊铺上，摆有桂圆、红枣、莲子、香菇、银耳

等干货， 摊主正热情地向顾客介绍各种干货的保健作用。

“ 目前销量最好的就是桂圆和红枣，以及核桃。 ”该摊主说。

在他的推荐下，一位市民购买了核桃和腰果，她对记者说：

“ 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冬季就要注重食补，所以买一些

回家做给家里人吃。 ”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信州区一家大型超市，看到干货区

人头攒动，许多市民在选购香菇、红枣，或是莲子和桂圆等。

一位顾客边选购边告诉记者，天冷了，买些红枣回去，和排

骨山药煲汤喝， 既滋补又美容。 该超市的营销经理告诉记

者，进入冬季，干货的销量逐渐上升，超市每天都要补货。

在佳丽商城批发干货的一条街上， 送货的车辆进进出

出。 一位店主告诉记者，随着天气转冷，干货市场再次迎来

热销期，比较热销的是花生瓜子、葡萄干、核桃等。一位前来

进货的市民告诉记者，他在乡镇开店，今天批发了花生瓜子

等干货

500

多斤，乡下不少村民开始准备年货了，因为提前

买，会便宜些，况且干货耐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饶城市场上的干货价格比去

年略有上浮，而海鲜干货的价格比较平稳。虽然价格有所上

涨，但并没有降低市民的购买热情，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对这些副食品的消费也有所增加。

“ 冬季进补，来年打虎。 ”上饶市中医院副院长、主治中

医师汪炜表示，冬季市民进补不能盲从，要根据个体的情况

而定，如形体偏瘦、阴虚者应以淡补为主，身体丰腴，宜采用

甘温食物。

“无水洗车 ”在饶悄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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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来临“暖经济”升温 御寒用品迎来消费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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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降低燃气销量上升

蒋学华 文

/

图

������

“ 以前一瓶

13.5

公斤的液化气只要

80

元

/

瓶，够全家三

口人用一个月，现在涨到

90

元

/

瓶了。 ”一位市民边搬运煤气

瓶边说。

11

月

4

日，在位于上饶市凤凰大道的江西万浩燃气

有限公司第一经营部旭日店， 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拿着自家的

液化气瓶前来充气，而店里的工作人员不断地上下车，或是卸

载空瓶，或是搬瓶装车。

前台的工作人员沈女士告诉记者，随着温度降低，瓶装

煤气的日销量在逐日上升，现在一天要卖出

200

多瓶，销量

比前些日子增加了

30%

。 市民自己拿着煤气瓶来，然后装瓶

回去 ，只要

90

元一瓶 ，而工作人员送上门则需要

100

元一

瓶。 另外，根据楼层及距离，运费还有波动，高至

120

元———

130

元一瓶。“ 随着近年来的新建小区均安装了管道煤气，以

及老旧小区逐渐安装管道煤气， 现在中心城区瓶装煤气的

销量逐年下降 ， 主要是街边的经营场所还在使用瓶装煤

气。 ”沈女士说。

当天， 记者来到上饶大通燃气有限公司设在广信区七六

路的营业部，只见有不少住户在排队，办理安装管道煤气。 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管道煤气开户

3000

元，另外购买设备

约需

900

余元。 据了解，目前，上饶市中心城区管道天然气销

售价格， 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为每立方米

3.26

元—

4.24

元（ 根据每月用量多少计费。 用量越高，收费越高） ，非居

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企业用户为

3.75

元

/

立方米，学校

用户为

3.26

元

/

立方米。“ 近年来，上饶中心城区管道煤气的

用户呈逐年上升趋势，现在约有

60

万的管道煤气用户。 ”营业

厅主管王玲倩说。

冬季是天然气使用的高峰季节，也是燃气事故的高发期。

当前，家庭用气安全正是市民们关注的焦点。 那么，居民在日

常的生产、生活中，该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对此，江西万浩燃气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灵燕表示， 冬季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以

下四点：一是保持厨房自然通风，并留有通风口，装有燃气设

施的房间严禁住人，严禁放置易燃易爆物品。二是燃气具使用

完毕后，须关闭灶前阀门。 如外出旅游，请谨记关闭燃气表前

总阀门，保障安全。 三是做饭时厨房内不能离人，避免汤水溢

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或因烧干锅而烧坏燃气设施，引

发安全事故。四是若食物煮沸时溢出浇熄炉火，须及时关闭灶

前阀门，待冷却后，清洁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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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水直接可以洗车， 而且无需等

候 ， 只要提交你的停车位置 、 车牌号

码， 就可享受随叫随到的上门服务。 最

近， 一种节水、 环保、 便捷的“ 无水洗

车” 新事物正在饶城悄然兴起。

11

月

3

日下午一点整 ， 记者看到

一位骑着电瓶车， 背着一个印有“ 无忧

车管家 上门服务” 等字的黄色包包的

女士， 来到广信区阳光花园小区的停车

点， 与车主确认车辆后， 对车辆进行全

方位拍照， 在确认车辆情况后， 拿出刷

子， 把车上的浮土、 灰尘掸去， 然后将

专用洗车液喷到车身上， 接着用毛巾轻

轻擦拭，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原

本布满灰尘的车辆光泽锃亮。

洗车的女士告诉记者， 她叫黄芳，

是上饶市无忧车管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的洗车工。 “ 干这行两个月了， 开始，

因为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 无水洗车’，

每天只有一两部车子洗。 现在每天要洗

七八辆车， 常常忙不过来。 洗一辆车，

收费

35

元。” 黄芳说。 当记者问她如何

接业务时， 黄芳随即从一旁的包里拿出

一张名片给记者， 名片一面写着“ 无水

上门洗车 环保节能省时省油 ” 等字 ，

另一面写着“ 无忧上门洗车程序注册和

购买优惠套餐卡方法”， 并提醒记者扫

一扫上面的二维码 ， 就可打开专门的

APP

软件 ， 一键下单 ， 专业负责洗车

的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接单， 根据定位预

约上门洗车。

次日， 记者来到位于广信区高杆街

附近的上饶市无忧车管家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该公司董事长郑忠寿告诉记者，

“ 无水洗车”又称“ 汽车干洗”，是对汽车

进行清洗保养的一种新型保洁技术，即

把各种清洁养护材料喷在车上， 用湿巾

擦拭，干巾抛光，车辆就洁净如新。 针对

汽车的不同部位， 使用不同的产品进行

清洁、保养。产品中含有多种高分子漆面

养护成分、 增光乳液等， 能有效保护车

漆、防静电、防紫外线、防雨水侵蚀、防车

漆老化。和普通的洗车用水枪冲洗相比，

“ 无水洗车”不用一滴水，可以节约大量

水资源及污水处理费用， 每台车每年可

以节省

2.4

吨水，去污和抛光一次完成，

同时还可形成一层

2-3

微米的瓷膜，提

高车漆的耐磨度及自洁功能。

“‘ 无水洗车’ 作为一项新生事物，

采用环保移动洗车设备，可以上门洗车，

作业不受场地、时间等限制，由于其操作

方式便捷， 车主在家就可以完成清洗。

‘ 无水洗车’是汽车服务行业一个新的财

富以及利润增长点，既实现了节能降耗，

还能避免洗车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的

二次污染。入驻上饶才两个多月，公司业

务由当初的一天几十单， 到现在一天几

百单， 目前已招收了

30

多个洗车工，计

划在两年内增加到

300

个洗车工。” 郑

忠寿说。

冬季流行食补 干货销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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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季节 ， 饶城早晚温差超过了

10℃

，阵阵冷风带来了寒意的同时，带热

了饶城的“ 暖经济”市场。连日来，记者走

访饶城多个商超、小商品市场发现，近期

各商家上新推出的保暖御寒产品、 火锅

食材、热饮受到市民的欢迎。

保暖服饰走俏

气温的下降催生了各种保暖服饰的

登场， 在城区内的各个商超、 街头店铺

内，各种款式、适合各类消费群体的御寒

用品， 都被摆到了卖场的

C

位，“ 保暖”

两个字一时成为最受市场关注的焦点。

在信州区白鸥园附近一家服装城，

记者看到，冬装已经大量上市，皮衣、棉

服棉裤、羽绒服等随处可见。一导购员向

记者介绍，随着气温的下降，最近店里上

新了羽绒服、卫衣卫裤、围巾、手套、冬被

等保暖商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销量也很可观。“ 最近天冷了，晚上睡觉

明显感觉到了寒意， 寻思着得换床暖和

点的被子，所以来看看冬被。 ”一市民边

选购边说道。

在佳丽商城的服装区， 前来购物的

市民熙熙攘攘。 一女装专卖店的店主告

诉记者，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使得不少

市民临时来购买保暖服饰。 她指着一款

带有棉质内衬的长裤说， 这款长裤外观

上与普通长裤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由于

保暖效果突出， 且

60

元左右一条的价

格，这几天格外受欢迎。“ 今冬温度下降

迟于去年，冬装上市时间稍微晚一些，眼

下各店铺最显眼的位置留给了冬装。 最

近冬装销量明显上涨， 前两天降雨又加

速了温度的下降， 买冬装的消费者逐渐

多了起来。 ”

取暖电器销售“旺”

“ 冷”字当头，市场上的取暖电器深

受市民青睐。

11

月

6

日，记者在广信区

的永盛超市看到， 移动式地暖、 电热油

汀、陶瓷暖风机、电暖袋、暖手宝、电热毯

等取暖电器应有尽有， 不少市民正在询

问和挑选心仪产品。一导购员告诉记者，

如今取暖小家电种类繁多， 价格从几十

元到几百元不等， 其中一两百元的暖风

机、电暖器销量更好，每天能卖出二三十

台。 正在选购电暖器的李女士说：“ 给老

人买台电暖器，让老人看电视的时候，顺

便烤烤手和脚，这种电暖器安全性能好，

价格便宜，制热效果也不错。 ”

走进永盛家电智慧城， 首先看见的

就是电暖器、暖风扇、加热器以及各种智

能型取暖家电，便宜的几十元，贵的上千

元不等。据销售顾问介绍，取暖电器近期

的销量明显上升。 在购买取暖电器的消

费者中， 老年人偏爱油汀类整体升温的

传统取暖器， 年轻人则更愿意选择功能

丰富、外观新颖的智能型取暖电器。“ 趁

着这次优惠活动， 我今天购买的这款采

用了石墨烯材料的取暖器， 不仅可以加

湿、净化空气，还有智能恒温、远程控制、

语音识别等功能。”一位

90

后消费者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消费升级的带

动下，取暖电器更注重功能升级，也更加智

能化。 单就电暖器来说，有慢热、速热、风

暖、油汀等多种产品可供消费者选择。 值

得注意的是，市面上一些发热产品名不副

实，所谓的“ 高科技”“ 黑科技”多只是宣传

噱头，选购时要慎重。 消费者购买取暖电

器时需向商家索要合法购物凭证，注意商

品是否标有商标、产地、生产厂名、生产日

期，以及是否附有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

书、保修卡等。 同时，使用时一定要仔细阅

读说明书，了解取暖电器的使用方法。

火锅奶茶受欢迎

冬季吃火锅是许多市民外出就餐的

首选，让城区不少火锅店生意兴隆，有不

少火锅店一到饭点就爆满， 甚至出现排

队等翻桌的现象。

11

月

5

日晚，记者走访万力、吾悦

两大商圈，发现火锅店内座无虚席。尽管

顾客们在就餐过程中纷纷脱去外套，可

依旧吃得满头大汗。 在万力时代广场的

餐饮区域， 一位正在和朋友一起吃火锅

的市民说：“ 天气冷了， 当然还是吃火锅

最惬意。吃完火锅，全身都暖暖的。”记者

从该火锅店了解到，随着气温下降，火锅

店的生意迎来旺季。“ 每年都是这样，天

热生意就淡一些，天气越冷我们越忙。 ”

店员告诉记者， 最近一段时间店里生意

很好，上座率达到了七八成，有时候晚饭

高峰期，店里都没有空桌。

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城区的奶茶

饮品店多数生意甚好， 排队买热饮的年

轻人非常多， 街上行走的年轻人中不少

手里捧着一杯热乎乎的奶茶。

11

月

6

日

晚，记者在时光

PARK

公园看到 ，三家

奶茶店前均排起了长队。 一家奶茶店的

老板介绍，自从

10

月份以来，冷饮就已

经很少有人买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杯又

一杯的热奶茶。进入冬季以后，门店每天

大约能卖出五六十杯热饮， 最多的时候

一天卖出一百多杯， 美团和饿了么的外

卖订单大概也有一两百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