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选购儿童安全头盔

交 警 来 支 招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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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市场生意好 月嫂月入超万元

11

月

18

日上午， 记者来到位于上饶市

立医院附近的一个家政服务公司，该公司将

保姆分为住家保姆和白班保姆两种类型，初

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等级，服务项目及对应

费用各不相同，以护理病号为例，初级工资

为

2400

元左右，中级

2800

元左右，高级则

3300

元左右。 当记者问以什么标准评价级

别好坏时，工作人员表示

:

“ 主要看工作经验

是否丰富，干的时间长不长，以及保姆自身

的文化程度和年龄等因素。 ”由于来找保姆

的市民比较多，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

看到有四五个雇主当场从这里挑走了在现

场等活的保姆，还有的电话联系让保姆直接

去雇主家看看。

在米兰春天小区附近的一家政公司里，

登记本上记录着

100

多位保姆的信息。 当天

虽然是在工作日，但来找保姆的市民三三两

两，同时座机不断有人打进电话来咨询。 该

公司的王经理告诉记者，包括买菜、打扫卫

生，以及烧

4

个人的饭，每月休息两天，月工

资

3500

元起步，而照顾全瘫痪的病人，月工

资

5000

元起步，尤其是月嫂，包括买菜、做

点心、配餐，帮孩子洗澡等，月工资

12000

元

起步。 雇主李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

:

“ 我跑了

好几家家政公司， 很多保姆的工资都不低，

还得看你家住房条件、老人情况、吃饭人数、

活多少，合适的实在太难找了。 ”

“ 你不要羡慕我们 ， 保姆的钱并不好

赚，是要付出很多的。 ”

45

岁在上饶市当了

8

年月嫂的李女士说， 月嫂要不断花钱进

修 ，参加各类培训 ，考各类资格证 ，除了高

级育婴师证和高级催乳师证外， 她还去考

了面点师证和小儿推拿证。 传统观念中，婴

儿只要吃饱穿暖，糊里糊涂就长大了，但在

月嫂这里，洗澡时如何抚触都是门学问。 进

入雇主家工作后， 月嫂的劳动强度也非常

大。 既要全天候照管婴儿，也要看护坐月子

的产妇，产妇居室清洁、产妇饭菜点心等大

大小小的事都要做，遇到不好说话的雇主，

还干得心情不好。

工资虽逐年上涨 优质从业人员仍稀缺

伴随保姆“ 供不应求”，高素质的保姆更

是成为了“ 香饽饽”，间接推动了保姆工资一

路上涨。 目前在信州区做育儿嫂的李敏，月

工资达到

8000

元，每月休息

4

天。“ 我

2015

年开始做住家保姆， 那时候月工资普遍在

4000

元左右，现在已翻了一番。 当然现在服

务的内容也更多了，比如唱催眠曲等。 ”李敏

说，目前上饶带孩子的育儿嫂，平均工资在

4500

元左右，有经验的工资更高；有较丰富

的育婴经验， 比较懂得宝宝的生活护理等，

每月工资约七八千元；金牌育儿嫂的工龄必

须达到

10

年左右， 但是这种人才的工资也

比较高，一般在

1

万元左右。

广信区彩虹满家家政公司的总经理毛

丽君向记者介绍， 现在保姆中月嫂的工资

最高， 多在

12000

元以上； 其次是住家保

姆 、育儿嫂 ，月薪

6000

元左右 ；医院护工 、

养老陪护月工资也要四五千元等。“ 就拿住

家育儿嫂来说， 现在上万元还不一定找得

到做事稳妥、会管教孩子，并具有一定的辅

导孩子学习能力的。 ”毛丽君说，家政从业

人员的工资普遍上涨，以全天候住家服务、

有技术要求的月嫂以及养老护理等工种的

工资涨幅最大。

即使保姆工资涨幅越来越高，还是难以

吸引优质的从业人员。彩虹满家家政公司主

做住家、护理保姆，公司近年来感觉保姆越

来越难招。毛丽君说：“ 一是现阶段城市进入

老龄社会，两孩、三孩家庭多起来，对保姆需

求旺盛； 二是年龄大的保姆逐渐被淘汰，但

时下的年轻人又没有几个愿意做，‘ 新鲜血

液’供不上，年轻的、技术好的保姆越来越难

找。 也经常有人冲着高工资，致电我们想做

保姆，但真正能入行、干长久的不多。 ”毛丽

君说，现在主要靠树立口碑，通过“ 老带新”

的熟人关系找保姆，成功率会比较高一些。

服务方式多样化 行业流动性大

接送孩子上下学、打扫卫生、买菜烧饭、

病号护理、月子护理……现在保姆的业务范

围越来越广泛，雇主的需求五花八门，要求

保姆有各式各样的技能。

今年

58

岁的刘阿姨， 已经有

20

多年的

工龄，年轻时以帮人带小孩为主，现在年纪大

了，当住家保姆照顾老人，前几年还做过病人

护理，可谓是服务项目五花八门。“ 现在保姆的

工作不好找，不跟着雇主需求走，很难找到好

工作。 要想自己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就只能

不断提升自己，增长技能，我平时会看书，或是

在手机上看些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视频，不断充

电。 ”今年

30

多岁的王女士，由于要照顾自家

就读小学的孩子，只好挤时间选择兼职，她选

择的工作是上门烧饭。“‘ 上门代厨’，一是这个

工作时间不耽搁自己照顾孩子，二是我对自己

的厨艺也比较自信。”王女士说，她在两个家政

公司注了册，目前在为一个家庭烧中午饭。

长期从事家政工作的黄女士说， 这几

年，上饶家政市场保姆需求增长很快，但缺

口也大。 一些“

80

后”生了二胎，“

90

后”陆续

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他们中不少人没有时

间做家务、带孩子，只有雇保姆来做家务，或

是带孩子。 与之相对应的是，时下不少女性

不乐意从事保姆工作。“ 年轻的不愿意干，年

老的没人请。 ”黄女士介绍，保姆大多来自农

村，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原本不

宽裕的妇女经济能力提升，在上饶，妇女除

了当保姆，还有更多工作选择。另外，有些家

庭思想传统，觉得当保姆不体面。

在一些家政行业人士看来，保姆的流动

性远高于其他服务岗位。“ 待遇、休息时间、

辛苦程度、与雇主的相处是否融洽等，都是

保姆流动得快的因素。 ”一名家政公司负责

人说， 虽然他们宣称可供选择的保姆不少，

但实际并不能保证马上到岗。 很多时候，雇

主有需求时，他们才临时联系登记过的保姆

询问是否有工作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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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放一份，单位放一份，随时随地方便食用。 ”时

下，生活节奏快，许多上班族经常在八小时之外加班，累了

困了饿了，就吃些随身携带的零食。近日，记者走访饶城的

多家零食店发现，许多“ 养生零食”也因此销量猛增。

11

月

20

日上午，记者走访了吖滴吖滴、赵一鸣等几家

零食专卖店。 在广信区七六路的吖滴吖滴零食店，看到名

目繁多的零食有

1000

多种，有不少年轻消费者在选购。 店

长告诉记者，即食燕窝、红糖姜茶、黑芝麻丸、枸杞原浆、蜂

蜜糖、人参含片、酵素果冻等零食，时下一般称为“ 养生零

食”，越来越受到年轻一族的青睐，每斤的价格多在几十元

到几百元之间。

记者仔细看货品，发现一些传统的养生食品，枸杞、黑

芝麻、人参、酵素粉等，其都被加工成即食化“ 养生零食”，

比如枸杞转变成了枸杞原浆， 酵素粉升级成了酵素果冻，

人参被制成了鲜参蜜片， 蜂蜜也变成了条状的手撕零食，

黑芝麻糊变成了开袋即食的黑芝麻丸，就连红糖姜茶也有

了便携装。

“ 同事给我分享过一款‘ 养生零食’维生素软糖，我尝

了几块，发现原来保健品的口感也可以这么好，跟平时吃

的果汁软糖一样，关键是比吃一般的零食更健康。另外，包

装得像小零食一样，平时装兜里，想起来撕开就能吃，非常

方便。 ”一位顾客边选购边说。 店长介绍说，时下的年轻人

生活节奏快，希望多挤点时间用在工作上，而在饮食上追

求省时省力又健康，相比于传统需要蒸、煮、炖、熬才能食

用的养生食材，年轻人更青睐“ 开袋即食”的“ 养生零食”。

这些颇受年轻群体青睐的“ 养生零食”，是否真具有功能

性作用？ 为此，记者采访了上饶市中医院副院长、主治中医师

汪炜，他表示平衡膳食才能真正养生。 上班族工作压力大，应

在平时多注意增加维生素

B

及豆类、谷物的摄入，多吃新鲜

的蔬菜水果， 空闲时间可以通过一些舒缓的运动放松身心，

而非盲目通过一些“ 养生零食”改善。 汪炜建议年轻群体不要

过多地迷恋于“ 养生零食”的功效，应尽量减少食用高脂肪、

高淀粉、高糖的加工食品，维持健康体重、加强身体锻炼、平

衡膳食、不熬夜且戒烟限酒等才是正确的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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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已来临，气温逐渐转冷，羽绒服大量上

市。从今年

4

月

1

日起，羽绒服装新国标正式实

施。新国标的实施，给今年的羽绒服市场带来了

哪些变化？

11

月

19

日， 记者来到上饶吾悦广场的服

装区域，服装店的货架上已经挂满了羽绒服，运

动款、商务款、休闲款等种类齐全，价格区间从

上百元到千元，甚至过万元。记者随机翻看了一

件羽绒服的吊牌，吊牌上已经没有“ 含绒量”的

标注，而是“ 绒子含量”。不少导购员在推销产品

时，纷纷提到了一个新名词———绒子含量。一家

女装店的导购员拿起挂在羽绒服上的标牌，指

着“ 绒子含量”一栏，热情地介绍道：“ 这件羽绒

服的绒子含量高达

80%

，肯定保暖。有些羽绒服

掂起来很重，但不一定保暖，因为绒子的含量多

少，才是今冬羽绒服是否保暖的依据。 ”

“ 在以往的标准中，含绒量通常指绒子和绒

丝的总量，但绒丝不具有保暖性，因此，以往有

些生产商会填充了大量绒丝，显得含量高，保暖

效果其实不好，因为实际起保暖作用的是绒子。

新国标实施后，购买时只要看绒子含量，就大概

能判断出羽绒服的保暖性能。另外，时下羽绒种

类的标注只区分鸭绒和鹅绒，不再区分灰绒、白

绒等。”市市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

何晔说，新国标将绒子含量单独标注，消费者可

以更直观地判断羽绒服的保暖功效。

相较于以前， 在羽绒服的挑选上也有了新

“ 技巧”。对于如何挑选羽绒服？何晔建议广大消

费者，可以从五个方面判断：一看，看产品标签

上标注的绒子含量， 绒子含量越高越保暖；二

捏，用手细捏羽绒，试其手感柔软性，越柔软表

示绒子多，越保暖；三拍，拍打羽绒服，看是否迅

速恢复原状，能迅速恢复者保暖性好；四揉，用

双手揉搓，看是否有毛绒钻出。有毛绒钻出说明

面料不防绒，穿着后容易飞出羽毛，一段时间后

保暖性更易下降；五闻，天然羽绒会有轻微鸭绒

味道，在填充进羽绒服前，需要经过杀菌、洗涤、

除味等多道工序。 如果闻起来没有一丁点鸭绒

味道，就可以考虑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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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温度不断降低，市民除

了穿上暖暖的羽绒服，还采购起

了各种取暖小神器。 近日，记者

走访发现，时下市场上一款迷你

暖风机正在热卖。

11

月

21

日中午，记者在广

信区一小商品市场，看见一款小

巧的迷你暖风机，凭借着“ 小功

率制热”“ 智能控温”“ 方便携带”

“ 两面送风”等优点热卖，价格在

几十元至一两百元之间。当时正

是放学时间，购买者大多都是学

生。 三三两两的学生纷纷表示：

“ 小巧玲珑颜值高”“ 走到哪，带

到哪，很方便”……此时正好有

一位家长带着孩子选购，这位家

长说：“ 放在写作业的桌子上，方

便孩子的学习。 当孩子脚冷时，

也可放在孩子的脚旁边。 ”她边

说，边向记者展示了手里的迷你

暖风机，该机器和一桶泡面一般

大小， 有高低两种风速控制键

等。 导购员告诉记者，最近店里

的迷你暖风机卖得特别好，都是

学生购买，周末两天要卖出一两

百台。

冬季保暖虽然重要，同时也

要注意安全。市市管局工作人员

梁铜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取暖

神器时应选择带有“

3C

认证标

志”的产品，要选择厂家配置的

专用电源线和符合标准带地线

的三孔插座。在使用暖风机等设

备时，不要在其表面覆盖任何物

品，并远离衣物、窗帘、被褥等易

燃物品；在使用时如发现异常情

况一定要马上停止使用，及时与

厂家维修部联系请专业人员修

理，不要自行拆卸；年纪较大或

年幼者尽量在监护人的照看下

使用，避免因忘记关闭电源致使

火灾、触电等意外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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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步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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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暖风机热卖 取暖莫忘安全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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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生 零 食 ” 热 销

专家称平衡膳食才能真正养生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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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家政服务需求

与日俱增，保姆已从少数人

家的“奢侈消费”逐渐变成

“一般消费”，越来越多走入

寻常百姓家中。 近日，记者

走访饶城多个家政服务公

司和中介公司后发现，虽然

目前家政服务的月薪逐年

上涨一两成， 月嫂月收入

12000

元起步，但是优质家

政从业人员依然稀缺。

消费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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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逐渐变凉，寒风已经有点刺骨，骑着电动车接送

孩子上下学的家长们，已经把自己和孩子武装起来，纷纷

戴上了保暖头盔……

“ 给孩子戴头盔是必须的！ ”

11

月

20

日下午，在广信

区一小附近的一家百货店， 记者看到儿童头盔款式新颖，

价格不等。导购员告诉记者，随着天气变冷，加之最近阴雨

绵绵，头盔销量大增，尤其是小孩子的安全头盔卖得更好。

“ 头盔有大人的，小孩的；有夏天的，也有冬天专用的，还有

夏天和冬天两用的。 里面加绒的，就是冬天用的头盔。 ”正

在给上小学的孩子购买安全头盔的王女士告诉记者，最近

学校再一次在班级群里，发了交通安全告家长书，提醒家

长给乘坐电动车上下学的孩子佩戴头盔，所以第一时间来

给孩子选一个，下周接孩子放学时就能给他戴上了，同时

天气冷了，也可起到保暖的作用。

当天，记者走访了信州区佳丽商城数家电动车专卖店

了解到，市面上儿童安全头盔的价格高低不一，从

20

多元

到

150

元均有。 相比成人安全头盔，儿童安全头盔款式更

加新颖，多以卡通图案为主，有的还装饰有立体塑料动物

耳朵。 一店主告诉记者，最近来询问儿童安全头盔的市民

很多，儿童头盔的销量很不错，其中一款“ 粉色猫耳朵”的

儿童安全头盔受到不少孩子青睐， 另一款夏冬两用头盔，

由于一年四季皆可使用、有可拆卸的耳罩，同样受到欢迎。

一位正在给孩子试戴头盔的家长表示，学校及路边值勤的

交警三番五次提醒， 乘坐电动车时要给孩子佩戴安全头

盔，所以赶来买一个。

怎样才能选购到让人放心的儿童安全头盔呢？上饶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民警表示： 第一步综合考虑。

很多人会觉得头盔越贵越安全，其实不是，在选择头盔的

时候需要综合考虑头盔的质量，而不能只看价格。 第二步

看是否遮挡视线。 给小朋友选购头盔的时候，一定要考虑

到头盔是否会遮挡孩子视线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要求头

盔佩戴好后，上视野不小于

25

度角，下视野不小于

45

度

角。 第三步看牢固。 选购头盔的时候还要考虑佩戴头盔是

否牢固， 如果头盔固定到头部后容易晃动或者容易掉下

来，就不要购买了，因为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第四步，看卡

扣是否松动。 如果卡扣比较紧，那么孩子戴头盔的时候不

容易松开，这样会比较安全。 第五步看带子。 头盔的带子，

如果用力拉会滑动，那就不要购买了。 这样的头盔很难保

护孩子的头部。 第六步看头盔保护层的厚度。 选购儿童头

盔的时候，还可以看一下儿童头盔保护层的厚度，厚度厚、

密度高的头盔保护的性能更好。 最后看一下产品信息。 产

品信息一般会在头盔里面找到，看一下尺寸和年龄等是否

适合自己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