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身房里减肥热

“ 天天胡吃海喝，每逢过年胖三斤。 春节长假

一结束，恢复锻炼的计划就立即提上日程了。 ”节

日期间，不少市民收获了祝福和红包，还收获了身

上的赘肉。节后，流行减肥。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多

家健身场所发现，不少市民纷纷瘦身美体，健身场

所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跑步机、自由搏击、跳健身操……

1

月

29

日

下午，在吾悦广场的一家健身房里，市民李女士一

口气完成了多个健身项目，累得满头大汗。“ 天气

渐渐回暖， 每天来健身房锻炼几小时感觉太棒

了。”她告诉记者，由于过年期间各种饭局不断，享

“ 口福”之后，迎接的是体重飙升，这对一向注重身

材管理的她来说减肥瘦身刻不容缓， 于是节后便

下定决心每天抽空来健身房锻炼。

1

月

29

日晚上

7

点不到，位于上饶经开区的

一健身俱乐部就已经热闹起来， 无论是器械区还

是有氧运动区都是人头攒动，各种运动器械上站

满了挥汗如雨的健身达人。“ 过年体重蹭蹭地往

上升，赶紧过来健健身。 ”正在骑行动感单车的

白女士说道。 工作人员林女士告诉记者，春节后

前来运动和新办卡的人数显著增多。“ 如今大家

对健康和身材管理越来越重视。 每天傍晚都是

运动高峰期 ，学员以想减肥 、塑身的女性居多 ，

比较火爆的课程是瑜伽、骑行动感单车。 待元宵

节一过，春暖花开，前来锻炼的人会更多，健身房

将进入一年中的旺季。 ”

理发店里生意忙

年前，服务行业中最忙碌的就是理发店，理个发

都要排队。 但记者走访发现，如今不少消费者没在

年前“ 凑热闹”，而是“ 错峰”消费，而有的消费者同时

表示，春节期间，睡得好，吃得好，头发也长得快。

1

月

28

日下午，记者来到信州区五三大道一

理发店，已经有市民在此排队理发，龚师傅正忙着

给顾客剪发。“ 现在顾客不是很在乎正月里剪不剪

头发，不少顾客还特意待年后理发，一是错峰消费

价格更低，二是由于春节长假期间，营养丰富，头

发也长得快，所以正月初四开门营业，顾客还是挺

多的。”龚师傅说，每天平均有几十位顾客，除了简

单修剪，烫染的顾客也不少，虽然比不上春节前几

日忙碌，但相比往年，客流量还是有所增加。 正在

等待的汪女士说， 春节前本来想理发， 但是人太

多，而且价格也涨了。今天有空来剪发，省得排队，

价格也恢复了，一举两得。

“ 正月初五一开门就有顾客， 我还感到挺意

外。 ”

1

月

29

日上午

9

时，广信区七六路一理发店

内已有几位顾客在排队， 店主小高一边忙乎手里

的活儿一边对记者说。开店十几个年头，他感觉这

两年节后过来理发的顾客不少。“ 每天平均有十几

位顾客，不少顾客希望剪个发，精神抖擞地去单位

上班。”小高说，年前特别忙时，他就给老顾客发信

息建议“ 错峰理发”，因为节后时间充裕，省得排

队，修剪的质量也相对更高。

洗衣洗车“黄金期”到来

春节长假一过， 饶城多家干洗店都迎来了开

门红，日接单量逐日攀升。

1

月

30

日，记者在信州

区胜利路一家洗衣店内看到， 几排电动储衣架上

已经挂满了客户的衣物， 以毛呢大衣、 羽绒服为

主。“ 我们正月初七开始营业，就有不少客人拿着

衣服来洗了， 这两天我们的日接单量都在几十

件。 ”店主李师傅告诉记者，现在还不是最忙的时

候，由于江南冬春之交常会出现“ 倒春寒”现象，很

多市民的冬衣都还囤着准备御寒， 真正的洗衣高

峰将在

2

月底后出现。

除了洗衣生意红火， 洗车店也在春节假期后

迎来了一波洗车高峰。“ 排队的人太多了，价格虽

然比年前稍微便宜了点，但也依旧偏高。 ”在广信

区武夷山大道的一家洗车店门口， 市民温女士告

诉记者，由于春节期间走亲访友，白车都快变黑车

了，也没时间洗。

在月亮湾汽车城的北京现代

4S

店汽车服务

部，与洗车生意同样火爆的还有维修保养。“ 车辆

保养，车主一定要事先预约，这样既节省了车主的

时间，又可以让

4S

店对车辆进行合理安排，加快

车辆维修、保养完成的速度。 ”负责汽车维修的汪

师傅表示，如果不是什么非常严重的毛病，例如刮

擦去痕、油漆等维修，可以回避“ 高峰期”，过段时

间再选择进店维修， 不仅可以保证得到十分及时

的服务，服务质量也更高。

本报讯 春节期间，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走亲访友、逛

街聚会，让上饶的春节消费市场红红火火。据上饶市商务

局监测数据显示，

2023

年

1

月

21

日至

27

日

7

天内，全

市

264

家重点商贸企业的销售额达

12.67

亿元， 同比增

长

60.74%

。

市县联动，让消费市场“ 旺”起来。 我市坚持“ 政府搭

台、企业主体，市县联动、利企惠民”原则，举办各类促销

活动。在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的江天农博城、信州区的万

力时代广场，同步启动

2023

年货节，现场组织了

300

多

家商户、

400

多个摊位进行年货展销。 全市各地陆续举办

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如广信区“ 萌兔闹新春年

货节”、弋阳县年货节、德兴市“ 年礼大集”、横峰县“ 美食

节”、婺源县“ 农产品展销会”、鄱阳县“ 抖音直播带货大

赛”、万年县“ 嗨购迎新年”、余干县“ 美食嘉年华”、高铁新

区“ 新春年货节”等。借着各类促销活动举办的契机，一大

批商贸项目相继开业，如德兴宝龙广场、“ 广丰里”夜间街

区、鄱阳“ 文和里”等，营造了浓厚商贸氛围，进一步带旺

消费市场。

政策引导，让市民消费“ 热”起来。 节日期间，市县两

级配套了各类优惠举措，鼓励和引导市民积极消费。 市、

县两级全程派发了超过

5000

万元的消费券，其中，中心

城区派发了

500

多万元消费券， 领券现场和各大商场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极大激发了市民消费热情。 一大批如

信州丁大兴糕点、广丰马家柚、广信白眉茶、玉山香榧、横

峰葛粉、弋阳年糕、铅山大米粿、德兴红花茶油、万年贡

米、余干辣椒、婺源红鲤鱼、鄱阳银鱼等上饶特色产品，以

及各类干货炒货、茶叶酒水等，集中亮相各地消费市场，

商家们通过购物满减、拼团砍价等措施，充分满足市民采

购物美价廉年货需求。 据了解，春节期间，“ 广丰里”夜间

街区和广信吾悦广场每天的客流达

6

万多人次。

融合创新，让节日氛围“ 浓”起来。 春节期间，不仅

有线下的集中展销 ， 也有线上的直播带货 。“ 京彩大

集·上饶年货热爱

GO

”、铜都网上年货节 、铅山网上年

货节 、玉山网上年货节等线上活动 ，热闹非凡 、销售火

爆。 通过快手、抖音、淘宝等平台，以网红直播、限时秒

杀、矩阵推广等方式，更多的上饶优品好物销往全国各

地 ，进入千家万户 。 同时 ，我市创新宣传方式 ，通过省

市主流媒体 、电梯频媒 、微信公众号 、网络大

V

等 ，广

泛宣传消费促进活动开展情况，营造浓浓的年味，吸引

更多市民开心乐购、喜迎新春。 （ 张远 蒋学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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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消费强势回暖

冬春交接，气温开始回升，饶城许多商家

开始做起换季文章， 纷纷利用冬季商品打出

“ 特价”、“ 清仓”等字样的“ 甩货”促销广告，除

了服装、鞋类打折，市区各商超也推出冬季商

品的特卖活动，与此同时电热毯、棉被、取暖

器也开始集中促销。

“ 冬装买一送一 ”“ 春装抢先上市 ，

6

折

起”……

1

月

28

日中午，记者在信州区万达

广场的服装区，看见促销广告随处可见。“ 朋

友说这里羽绒服打折，来给自己添件衣服，来

年也是要穿的。 ”正在选购衣服的曹女士，挑

选了一件打

6

折的羽绒服，满意地离开。“ 最

近冬衣的促销力度还是挺大的， 少数指定款

只需半价就能买到，很划算。 ”一服装店的导

购员表示，店内羽绒服、夹克衫、毛衣等均有

不同程度的折扣。 市民温女士这两天打算逛

街购物，因为过年前后她特别忙，也没给自己

添置新衣，如今工作生活都恢复了正常状态，

逛了逛，结果“ 淘”到了物美价廉的好东西，她

相中的一条加绒的牛仔裤，打

5

折，导购员告

诉她说，这个价格在过年期间是没有的。一店

主介绍，

1

月份过后，就是春装全面上市的时

候，商家都希望在这之前回笼资金，尽快售完

秋冬装，以减少库存压力。

各大家电卖场也迎来了换季前的新一轮

促销。 记者在一电器城看到，取暖电风扇、暖

风机、电热毯等冬令家电都在降价。永盛智慧

电器城的导购员告诉记者， 商家降价就是为

了赶在春暖花开前再冲一冲销量， 消费者此

时购买也能享受更多优惠。“ 春节长假结束

后，我们取暖器卖得还是挺不错的，有的打

5

折，相比春节前，现在购买性价比很高。 纯粹

的取暖设备作为季节性商品，天气渐暖，各大

商场都要抓住最后一波销售机会。 ”

不少熟悉市场行情的人都知道，在冬春

交替时，也正是服饰等冬季商品“ 甩卖”最多

的时候。 记者注意到，降价销售的大多为取

暖贴 、床上用品 、手套 、羽绒服 、棉大衣 、毛

衣、棉裤、靴类等冬令商品 。 商品价格便宜

了，但需理性购买。 市市管局相关工作人员

提醒，市民在挑选这些打折的商品时 ，由于

一般都是清仓断货款式，应注意检查品牌商

标是否齐全；挑选样式和颜色的同时 ，也要

注意商品的质量；购买时，应注意索要相关

票据，并妥善保管。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 学习装备采购潮

如期而至，学生、家长又开始着手采购“ 开

学装备”。 连日来，上饶市城区一些书店、数

码店、眼镜店，采购学习用品的学生和家长

络绎不绝，“ 开学经济”悄然升温。 为此，市

市管局提醒广大家长及学生理性消费，购

买时注重实用性。

教辅类资料受欢迎

1

月

27

日， 信州区宝泽楼一家文具店

内，货架上的削笔刀、橡皮擦、记事本等学

习用具整齐摆放，各种各样的习题、试卷、

随堂测、名师解题等学习资料摆满书架，一

些家长带着孩子选购， 孩子们结合自身学

习需求，在家长的陪同指导下认真挑选，迎

接新学期的到来。

当天， 记者在上饶中学附近一文具店看

到，货架上摆放着不同年级的教辅资料，不少

学生和家长前来选购。“ 每次开学前，都会给

孩子买一些教材辅导用书，比如天天练、学习

手册、各学科单元测试卷、作文书、课外书等

辅导资料。 ”市民钱女士说，每次来书店买辅

导资料书最低花费都在两三百元。“ 随着开学

临近， 书店的学习辅导资料和文具迎来了畅

销期，销量是平时的

3

倍左右，店内相应推出

优惠折扣活动，书包、笔和笔记本都有相应的

折扣，满足学生群体购买需求。 ”文具店工作

人员说，购买学习资料、课外读物以及学习用

品的顾客比较多，是平时的四五倍，这样的高

峰将会延续到开学后的一个星期。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学生们选购教辅资

料主要还是根据老师的推荐， 或者在网上搜

索哪些书质量更好。“ 虽然很多辅导书的内容

都差不多，但是使用起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老师推荐的一般要好一点。 ”正就读初一的小

林同学告诉记者， 他买了数学和物理的两套

试卷，因为偏科，想多练练数学和物理的题。

广信区天香书屋的店长李女士介绍说， 有些

学生为了能够在课堂上跟上老师的节奏，并

在课下做好知识巩固， 新学期开学前都会来

选购各科教辅资料。

文具盲盒和花式文具“吸睛”

铅笔、中性笔、橡皮擦、卷笔刀、尺子……

在多家文具店里， 记者看到学生及家长购买

的文具大多为“ 基本款”，不过仍有部分学生

被“ 文具盲盒”“ 花式文具”所吸引。

在广信区第一小学附近一文具店内 ，

一名学生拿着一款“ 盲盒”不撒手，“ 这是我

喜欢的动漫人物， 就想看看到底能抽中哪

一款。 ”在她的不断央求下，家长最终买下

了这支售价为

8

元的中性笔“ 盲盒”。“ 看在

价格不高的份上， 满足孩子一个开学的小

愿望。 小学生自控能力较弱，很容易被花里

胡哨的东西吸引，作为家长一定要把好关，

不要纵容孩子的好奇、攀比心理。 ”

在广信区永盛超市的文具售卖区域 ，

记者看到一些文具以盲盒形式销售， 大多

是动漫或游戏的周边产品， 折合单个售价

在

8

元左右， 一套的价格则为

50

元左右。

一顾客告诉记者，女儿在读小学六年级，有

一次缠着她购买了一款售价为

40

元的粉

色桌面吸尘器，每天看书前，她都要故意削

铅笔，捣鼓桌面吸尘器

10

多分钟才开始学

习，孩子的注意力都被分散了。

电子产品配镜行业迎来销售旺季

除了教辅资料和“ 文具盲盒”等学习用

品热销外，记者走访城区一些电子产品店，

发现学习机、翻译笔、电子手表等电子产品

也在开学季再次受宠。

1

月

30

日，记者在信

州区商贸城一家数码店看到， 店内显眼的

位置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 不少家

长带着孩子来购买。“ 现在买电子产品主要

以学生为主， 开学季销量较上月同期增长

三成以上。 ”店主介绍说。

随着新学期开始， 城区各大眼镜店里

学生的身影也明显增多。 在信州区万达广

场一家眼镜店内， 带着孩子配眼镜的市民

黄女士介绍说，她的孩子今年

12

岁，读小

学四年级，寒假期间，孩子每天在手机上玩

游戏，眼睛近视的度数又涨了，于是重新配

眼镜。

记者走访城区多家眼镜店了解到 ，近

期配眼镜的人群中大部分是小学五六年级

及初中的学生。“ 目前配眼镜的学生比较

多，主要是因为春节长假期间，大家开开心

心过年，家长对孩子的管理放松了，很多学

生整天坐在电视、电脑前面，或是玩手机，

用眼过度，造成视力的下降。 ”一眼镜店的

店主介绍说。

理性消费注重实用性

据相关专业人士分析， 目前饶城的文

具市场分为两大客群，一是办公市场，另外

就是学生市场。 销售办公用品的文具店一

般规模较小，也很容易找到平价文具，而在

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即

使站在门口都能看到店内五花八门的文

具，非常吸引孩子的眼球。“ 借助学生的猎

奇心理，不少文具企业纷纷推出花样文具，

受到不少学生欢迎。 ”专业人士说。

市市管局相关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家长

及学生，选购文具产品要理性消费，不要盲

目攀比购买高价、花哨的文具用品，把安全

实用放到首位。 家长更要以身作则，教育子

女摒弃盲目消费、奢侈消费的心理，增强理

性、节俭和环保的消费意识。 也呼吁有关文

具经营者诚信守法经营， 不人为制造各种

奇特、花哨的营销噱头，不虚假夸大文具用

品的使用功效， 确保为消费者提供质量可

靠、安全实用的文具用品。 学生和家长在选

购产品时应注意看清文具的生产厂家、出

厂日期等内容；选购时务必多加留心，看清

产品是否有无毒、环保等标识，是否符合相

关国家标准等；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要

向商家索要并保存购物凭证和发票， 一旦

出现消费纠纷与经营者协商不成， 就可以

凭购物凭证和发票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

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冬季商品特卖赚人气

理性购买“甩货”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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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经济”依然强劲

饶城消费持续火热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

图

随着长假的结束， 市民的工作生活也逐渐恢

复常态。与春节长假期间的供销两旺相比，节后经

济依然强劲，饶城的商场超市、美容美发店、健身

等行业生意热度不减，拉动着新一轮消费增长。

开学在即学习用品热销

购买时要注重实用性

本报记者 蒋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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