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划经济时代，小孩很少能穿上
新衣服，都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
穿完给老三。 那时候玩具只有泥巴、
滚铁圈、纸青蛙等，非常简单，不像今
天那么电子化、现代化。的确，如此大
规模的“儿童经济”反映了时代变迁
的成就。父母对子女的爱，有了更广
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然而，问题也同时出现了。儿童
商品中，除了成本+利润外，商家又
把家长对孩子的爱加了进来，导致部
分商品价格高得离谱，童装童鞋价格
超过成人， 几万块买个儿童电动车，
可赶上微型小汽车了……

家长们不得不思考，孩子究竟需
要什么样的爱？事实上，他们需要的
是精神上的爱和交流，没有父母的陪
伴和鼓励，相信再贵的玩具也难让他
们快乐。另外，商家应该本着对孩子
们的“爱”去生产产品，否则价格虚
高、低俗、暴利，儿童经济就没有可持
续性。 ■记者 未晓芳

少一点物质
儿童经济才会可持续

记者手记

国际市场黄金价步履维艰， 长沙黄
金饰品和纸黄金交易市场却日益坚挺。
随着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 不少家
长纷纷为孩子准备礼物， 拥有富贵和保
值双重功用的黄金饰品更是受到家长们
的青睐。

【案例】
宝宝金锁3个月降了2000元

长沙市民曾女士想给孙女买个六一
节礼物， 来到黄兴广场附近的珠宝店一
打听，她大吃一惊。原来，国际金价已从
年初390元/克持续跌至近320元/克。

“要是现在买金锁，可以节省2000多
块。”曾女士算了一下账，今年年初她以
418元/克的价格买了把近25克的金锁给
孙女，除开工费，也要10000多元；如果按
现在339元/克的价格算，只要8000多元，

节省了近2000元。

【现象】
金饰和黄金投资行情走俏

金价下跌，购买黄金饰品的人却大量
增多。据世纪情珠宝广场营销总监熊晓婷
透露，该商场最近的销售额比年初增长了
15%左右。

同样的增长行情也出现在黄金投资
行业。“最近买进黄金实物的人和数量都
大增，有时候一天的购买量相当于今年一
月份整个月的。”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有
关工作人员介绍。随着黄金价格波动比较
大， 进行纸黄金和延期交易的人也在增
多。据她分析，现在的消费者早已改变了
以前“买涨不买跌”的观点，纷纷趁低价买
进， 也有不少人是买给孩子当教育储备
金。 ■见习记者 肖志芳

黄金饰品较年初平均每克降60元，成“六一”新宠

给宝宝买把金锁，比年初便宜2000元

儿童玩具可出租可回收，生意很火
长沙妈妈刘爽告诉记者，她家里的书房

已经堆满了各种玩具， 小到橡皮泥， 达到坦
克、电动车，无所不有。而这些玩具都是她花
大价钱买来的。 印象最深的一个电动玩具
车，一千多元买的，儿子玩了几次就没再碰
过。“堆在家里占地方，送人又拿不出手。”在
刘爽看来，这些过期的儿童玩具就是“鸡肋”。

儿童喜新厌旧， 商家想出了招数。5月28
日，记者发现，长沙出现了多家出租和回收儿
童玩具的门店，他们主要出租手推车、学步
车、玩具、餐桌椅等儿童用品。长沙井湾子居
家同城乐就是其中之一。老板告诉记者：“最
初营业时，市民不太接受，现在生意很不错，
附近几个小区已经有很多老顾客了。”

儿童舞蹈服、演出服大赚一笔
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已成为一年一度

的风俗，如果孩子入选演出团队，相信每位
家长都乐意为舞蹈服、演出服买单。

省体委附近的“来跳舞舞蹈用品”专卖
店男老板颇为得意地告诉记者， 今天他就
接了两笔大订单，每笔都有几十套服装，一
套价格100~200元不等。记者注意到，儿童
节前后， 店老板专门将儿童演出服摆在了
更突出的位置。

而网商数据显示，最近一月内，儿童舞蹈
服和演出服在淘宝的销量足足增长了5倍。

成人也卖萌，女性迷恋超萌商品
六一除了是小朋友的节日， 今年还流

行起“好男人给老婆过儿童节”。网上普遍
的解释是： 每天要面对仿佛孩童般的妻子
的任性、撒娇，为妻子的无理取闹做出自己
都不能理解的幼稚行为，但是却深陷其中，
甘之若饴。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多数男人并不领
情。“只是一句玩笑吧，忙得要死，谁有心情
过儿童节啊。”长沙白领王峰说，他和女友
之间只互相说句“儿童节快乐”，没有互送
礼物付诸行动。淘宝网的数据也显示，购买
卖萌和超萌商品的68%是女性， 她们大多
是白领，年龄在25岁-29岁。此外，成人专
用滚铁圈、弹弹珠、铁皮青蛙等80后童年的
“玩具”最近也掀起了小高潮，当年几毛钱
的玩意儿现在涨到了十多元。

■实习生 徐德林 记者 未晓芳

动辄几百上千元的玩具，昂贵的小童装、亲子游……儿童节花费几
千元的家庭不在少数。“儿童经济”潜力巨大，商家们都瞪大眼睛，想从
中掘金。近日记者走访发现，最近市场上涌现出了许多新商机。

5月29日上午，由华夏银行长沙分行
独家冠名的2012年“华夏银行”杯第五届
中国（湖南）山乡美食文化大赛在湖南国
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开幕式现场，华夏
银行长沙分行与湖南省食文化研究会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授信两亿元，并与
首批湖南省食文化研究会会员单位，湖
南多家知名企业签订了贷款资金发放协

议。 华夏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长沙分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 华夏银行将通过丰富
的融资产品、多样化的担保方式、信贷政
策和信贷规模向中小企业倾斜、 建立优
质高效的中小企业服务团队等方式，切
实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梁童葳

华夏银行为餐饮企业提供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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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酒道”，知之不多，但也不少。不多
者，因我天生不能饮酒。不少者，在书上得到
酒的故事有不少。

在史册上，有“杯酒释兵权”的史实，宋太
祖赵匡胤，怕臣下造反，在酒桌上，三言两语，
把一帮开国功臣解除了权力。在文史中，有刘
伶醉酒、陶渊明向邻人讨酒，李白斗酒诗百篇
的佳话。

“酒道”里的故事，我始终体会不到醉得
昏天黑地，醉得癫癫狂狂，击剑毁神的境界。
至多平生有那么三两回，酒入肠胃，便面红耳
赤，朦朦胧胧。因无酒量，不能跨入大醉的乾
坤，却反而使我能体味到微醺的玄妙。

中博会来长沙， 旧友提了两瓶酒鬼酒来
访，两人对饮。我不胜酒力，不是酒鬼，倒成了
酒仙。酒鬼酒下喉入胃，它的力量很快发作，
心加速搏动，血液在血管里热腾起来，随之身
体微微发热，身体和灵魂飘飘然，进入了微醺
状态。 我躺在柔软的沙发上， 舒适地闭上眼
睛，朦胧中看见以前的恋人飘了过来，我们彼
此贴在对方温暖的怀抱里。

1967年，我还是一个大二学生，那时文
革正酣，两派武斗处在白热化的相持阶段，两

派都有枪炮。有一天，对面的医科大学向我们
地质学院发射了几发迫击炮， 炮弹落在大院
里，没有毁屋伤人。但巨大声浪却十分吓人，
小学妹一声惊叫，倒在我的怀里，我抱住她的
头，彼此微微发热的温暖，一下子沟通了两颗
年轻的心。后来阴差阳错，我和小学妹南北分
隔，没能成就婚姻。

1970年，面临毕业，上级有文件精神，可
照顾“革命小将”，往对象地区分配工作。我回
到家乡，找了个对象，她是个能歌善舞、美丽
善良的护士，我和她情投意合。浩瀚的夜空，
闪烁的繁星。发乎情，止乎礼，夜空是那样晴
朗，星光是那样纯洁……阴差阳错，我和她亦
没修成正果。

酒的微醺，把我旋进了时光的隧道，重温
半世纪前的温馨与激情， 有道是“花有重开
日，人无再少年”，岁月无情淹没了少年时代
的浪漫，酒的微醺，奇迹般让我体验了穿越时
空的滋味。

当微醺如潮般退去，睁开眼，神魂重回到
了现实，环顾四周，不见了梦中的伊甸园，心灵
微微发冷，今天的冷，源于多年前的热。无论是
冷还是热，我今生体验了，拥有过，那就是美。

酒鬼酒提倡“不可不醉，不可太醉”，就是
微醺。我们曾经经历过，拥有过的人，不妨都
来体验微醺的神韵。 （邓小娇组稿）

微醺的妙境
黄华甫（香港）

小鬼当家，有“金”可挖

近日， 太平人寿第二期TOP组织发
展论坛优秀经理人一、二班在长沙举行。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太平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彭伟， 太平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王胜江、 杨华
等莅临指导。这是继2011年4月总公司第
十期TOP2000在长沙举办之后， 太平人
寿再次将系统内最高规格的培训活动放
在长沙举行。

在开训演讲中， 彭伟肯定了近年来
太平人寿一线业务伙伴所取得的优异成
绩，并表示衷心感谢。他还就个险的战略

地位、个险面临的新形势、个险的未来发
展方向作了具体阐述， 并从公司战略地
位、 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机遇以及未来发
展方向等角度向全体与会人员提出：要
打造太平特色的绩优组织， 要用专业化
和体系化的太平方式发展绩优组织。

在随后的培训中， 精英们陆续登上
TOP组织发展论坛的讲台， 分享了在组
织发展中如何帮助和辅导新人， 如何助
推新人成就寿险事业等方面的经验。600
多位学员参加了学习，获益匪浅。

■通讯员 周航 文超 记者 刘永涛

太平人寿培训优秀经理人

对此，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理财师
乔辉建议，“如果仅仅只是作为礼物送给
孩子， 买工艺、 设计较佳的黄金饰品即
可； 但如果作为资产储备留给孩子最好
买金条。因为黄金饰品不具备保值、升值
的功能。”

北京银行长沙分行金融理财师陈宁
波则认为，对于老百姓而言，适当配置实
物黄金很有必要。“黄金作为‘硬通货’，不
管怎么跌，购买力还是在。比如，现在10克
黄金可以买台电脑，十年后，不管货币贬
值多快， 物价上涨多迅猛，10克黄金还是
可以买台同样的电脑，而十年前同面值的
纸币则就不一定。” ■见习记者 肖志芳

金锁不保值，金条能当传家宝

理财分析

金融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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