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坐地铁
去橘子洲听音乐会

本报6月8日讯 本周末两天，长
沙草莓音乐节将在橘洲沙滩游乐园举
行， 届时长沙交警将对附近部分道路
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6月10日、11日每天8:00起，对可
进入橘子洲子景区的橘子洲大桥南北
支桥口实行交通管制，禁止除公交车、
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 持音乐节通行
证车辆以外的一切车辆驶入， 允许车
辆驶出。

每天演出结束时， 对进入橘子洲
大桥的各个路口全部实行临时性交通
卡车、分流，确保现场车流人流迅速疏
散。 当橘子洲大桥交通压力过大或演
出现场发生紧急情况时，除公交车、特
种车辆、 持证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驶
入橘子洲大桥， 民警将引导车辆经营
盘路湘江隧道和其他过江通道通行。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沈潘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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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8日讯 今天，“芒果音乐
节”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据了解，此
次音乐节将于9月2日、3日在昭山城
市海景水上乐园5000平方米的舞台
上举行。

据“芒果音乐节”制片人李艺宁介
绍，将邀请一线明星及摇滚、民谣、电
子、 说唱等多曲风音乐的原创乐队参
与， 并首次将pop�music纳入到音乐
节中，“除主场活动外， 还将举办创意
集市、音乐互动体验区、涂鸦合影区、
美食小吃街、 官方纪念品售卖等周边
活动。” ■记者 朱蓉

对消费者而言， 购物中
心早已不仅仅是买东西的
地方。随着体验消费概念的
不断普及，继餐饮、游乐场之
后， 五花八门的儿童培训似
乎成了又一“大热门”。

从icity美好生活中心、
乐和城、 万达广场到梅溪新
天地等大型购物中心内，从
英语培训、婴幼儿潜水、绘画
到机器人， 不同品牌的培训
机构将购物中心的婴幼儿
楼层挤了个满满当当。

“陪读一小时” 的工夫，
在购物中心内， 逛店、 喝咖
啡、 看电影便成为了大多数
85后 、90后年轻父母的选
择。如此一来，更推动了购物
中心从商场向“家长寄存处”
变身。

儿童培训入驻购物中心

“每周送孩子上两次课，
晚饭已经将这里的餐馆吃
了个遍。”85后白领妈妈石
女士告诉记者， 自从给4岁
的儿子报了英语培训班，每
周有两天晚饭需要带着孩
子在购物中心吃，“吃完饭，
他去上课， 我就边逛街边等
他下课。”

和石女士一样， 送孩子
上培训班后需要“打发时间”
的家长， 成为了不少购物中
心的重要目标客群之一。6
月8日， 记者对长沙市各大
购物中心进行走访后发现，
儿童培训机构已逐渐从写
字楼走入购物中心。

在梅溪新天地2层，记
者看到，除少儿理发、婴幼儿
服装及游乐场外， 包括瑞思
学科英语、GliBaby等培训
机构也占据了该层楼的主
要位置。 而在乐和城、icity
美好生活中心、万达广场、世
纪金源购物中心等多家购
物中心内，也聚集了不少儿
童培训机构。

值得关注的是， 除一直
热门的英语培训外， 入驻购
物中心的培训内容也十分
丰富，从绘画、游泳潜水到机
器人， 甚至还有针对3至16
岁儿童开办的乐高活动中
心，专注于如何利用积木来
启发孩子智力。

教学内容丰富多彩之
外， 购物中心内的培训班们
价格也并不秀气。以瑞思为
例，一年88个课时收费约为
1.4万元， 而EF英孚1.4万元
则仅有70次课。此外，如龙
格亲子游泳俱乐部内， 针对
0至3岁幼儿开设的水中唤
醒课程收费更高达每个课
时约500元。

尽管学费不菲， 但舍得
花钱的家长并不在少数。儿
子不到两岁的赵女士就表
示，除了定期带孩子去婴幼
儿游泳馆套着救生圈玩水

外， 也在考虑报一个针对婴
幼儿开办的游泳培训班，“想
让他尽早尝试掌握游泳这门
技能。”

“陪读消费”每月上千

来自商业地产经营管理
机构盈石集团研究中心整理
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
底， 我国儿童消费市场规模
已接近4.5万亿元，其中儿童
娱乐消费市场的规模突破
4600亿元， 未来5年的年增
速将突破30%。 而在儿童娱
乐消费市场中， 培训类消费
占比最高， 达26.8%且增速
最快，同比上涨8.8%。

与全国范围内儿童培
训类消费保持高速增长一
致的是， 长沙市购物中心
内的儿童培训机构招商占
比也在不断增加。2016年，
随着此前万达百货的全面
撤出， 长沙开福万达广场
对其内部业态进行了大范
围调整。记者注意到，此次
调整中， 诸如瑞思学科英
语、未来学堂balancebrain
等儿童培训成为较吸引人
眼球的部分。 而在万达金
街， 还有从事少儿钢琴培
训机构。

“娃学英语， 我看电影，
惬意。”6月3日，家有12岁小
学生的张女士发表了这样一
条朋友圈， 并配图一杯咖啡
和甜品。

3至12周岁的儿童是这
些培训机构的主要学生客
群， 而他们也恰巧是需要家
长接送的年纪。据调查，多数
购物中心内的培训机构一次
课时间为45分钟至1个小
时，而这段时间里，整个购物
中心便成为了“临时家长寄
存处”，带动着家长的二次消
费。

石女士也表示， 除晚餐
消费外，难免有其他消费，尤
其是孩子的服装和玩具，“即
使只在咖啡馆坐坐， 一杯咖
啡也要超过30元，每月开支
近千元。”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
多位为孩子安排了购物中心
内培训课程的家长表示，虽
然过去较少前往购物中心消
费，但因为要接送孩子培训，
“边等边逛边买”的情况也是
时有发生。

“孩子进入游乐场时，
家长大多需要陪同在旁，而
如果是送入培训中心，那么
就多出了空闲时间来，给其
他商家实现二次销售的机
会。”一资深商业人士认为，
在儿童业态中，培训是相对
稳定且不愁客源的一类消
费，“多数培训机构倡导边
学边玩， 受到孩子们的欢
迎。”

■记者 朱蓉

陪读当道，购物中心变身“家长寄存处”
高端儿童培训入驻购物中心 砸钱培训外，“陪读消费”每月上千

孩子一直是家庭的中心，而孩子的教育，则更成为家长们乐于
“一掷千金”的消费领域。这其中，更以低龄儿童的启蒙教育为甚。
“尽管想买个香奈儿包，但还是你的快乐更重要。”一位经济条件尚
可的85后年轻妈妈的感慨一语道破个中真谛。

对购物中心而言，一来是实现引入业态的良性经营，选择有竞争
力的经营业态；二来更需要考虑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以及吸客能力。

事实上，从高考、中考带火了租房、餐饮等市场中不难看出，承
载了家长殷切希望的“陪读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并不是一件太难的
事儿。而目前，购物中心抓住年轻父母更舍得花钱的心理，将“陪读
经济”横向延伸，似乎也是一招聪明的路子。

不过，能量强大的“陪读经济”，不仅仅是吸客能力不容小觑，
其对经营者的高要求也同样不容小觑， 归根到底还是与培训机构
的教学质量等内容紧密联系。如何做得长久，如何做出口碑，对商
场招商把关、培训机构教学能力提升也是一大考验。

首届芒果音乐节
将于9月举办

据 记 者 不 完 全 统 计 ，
2016年以来， 长沙新开设的
购物中心、 社区商业项目多
达十余家， 而在接下来的一
年时间内， 还将有多家购物
中心陆续亮相。这也意味着，
购物中心的项目招商将不得
不面对同质化危机。 如何在
有限的招商资源中最大限度
聚合客源， 成为激烈竞争的
购物中心们不得不思考的问
题。

研究机构睿意德相关负
责人就认为，国内家庭对儿童
教育的日趋重视，再加上国外
教育模式不断进入中国，促使
家长选择日趋丰富都是造成
培训教育成为儿童业态其比

重上升的原因。
上述资深人士告诉记者，

儿童业态一直都是商场的招
商重点，而“二孩”政策开放以
来， 这一侧重则更加被强调，
“目前， 多数培训机构以一年
甚至更长时间为一个教学周
期，除稳定的生源外，也意味
着在培训期间，将有一位甚至
两位家长固定陪同，成为稳定
的附加客流。”

盈石集团研究中心曾公
开表示，80后家长不再仅仅关
注儿童教育，而是将更多的注
意力放在儿童娱乐上，寓教于
乐的教育理念正在影响儿童
消费市场，未来儿童娱乐消费
将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6月8日，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东魁杨梅园，员工在搬运杨梅。今年，该县共种有杨梅2000
余亩。目前，杨梅迎来丰产期，预计可产杨梅100万公斤以上，可创产值1000万元。

黎实 黄志东 摄影报道
杨梅上市

记者手记

“陪读经济”不容小觑

未来儿童娱乐消费举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