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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经济

大大学学新新生生入入学学，，电电脑脑成成““标标配配””
有促销员说，10个新生中9个买电脑

有家长担心孩子买了电脑可能
长时间玩游戏或看电影，耽误学习。
还有的家长坦然：“有时候也管不了，
他要是想玩游戏，不给他买电脑他去
网吧玩，到时候更上火。”

“新生配备电脑，会不会影响
学习，主要看孩子的自制力。”烟台
大学文经学院教导员王美云说，电
脑成为新生必备品，也就这两年之
内的事。一方面是人们经济水平不
断提高，买电脑的能力加强了；另
一方面是随着社会发展，电脑逐渐
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学生平
时学习中也有许多地方会用到。至
于学生带电脑是否会影响学习，还
要看学生自己的把握。

本报记者 李静

是否耽误学习
要看学生自制力

本报8月22日讯 (见习记者 张
倩倩) 今年夏天，烟台连续遭遇雨
水天气，本地蔬菜产量受到很大影
响，七成蔬菜需要从外地引进。近日，
广东、东北地区洪涝灾害致使当地蔬
菜价格上扬，不过对烟台蔬菜市场几
乎没有影响。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烟大市场、
佳世客、红利市场等发现，市场上蔬
菜种类比较丰富，外地蔬菜占到七
成，主要是易保存、不易腐烂的茄子、
角瓜、豆角、青椒等。

烟台 7月份有 2 0多天下雨，许
多地区的蔬菜都被淹，菜农也是叫
苦连天。由于本地蔬菜产量下降，
外地蔬菜几乎占据着整个蔬菜市
场。据了解，烟台外地菜源主要是
青岛、潍坊、苏北、东北地区和南
方。近日，作为烟台蔬菜来源的南
方地区、东北地区发生水灾，这是
否会对烟台的蔬菜市场造成影响？
幸福批发市场邢经理说，烟台菜源
比较广泛，可以说是全国各地，所
以部分地区遭遇涝灾对烟台蔬菜
供应和蔬菜价格几乎没有影响；而
且受成本影响，商贩们更愿意从平
度、寿光、安丘这样近的地方进菜。

但是，叶类菜价格一直居高不
下。像茼蒿、茴香都是七八块钱一
斤，超市能卖到1 0块，差不多能买
一斤猪肉了。烟大市场的一名商贩
称，进入 8月份以后，烟台雨天减
少、高温不断，本地蔬菜有了“回
旋”的余地，供应量有所增加，但远
远赶不上往年的供应量，这些叶类
菜如果从外地引进的话很容易腐
烂掉，只能靠本地供应，所以价格
就高了。

烟台菜价没受

南方洪灾影响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李
静) 临近开学，不少大学生和
家长开始为开学添置新物品。
目前新入学的大学生一般要配
齐“三大件”：手机、电脑和照相
机。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区电子
产品市场发现，烟台的大学新
生更看重电脑和手机。一位促
销员说：“10个新生中9个买电
脑。”

记者走访市区苏宁、国美、
三联、众诚数码等多家电子产

品商场发现，不少商家抓住这
个商机，纷纷推出“凭准考证优
惠30-300元不等”、“学生买手
机送移动电源、蓝牙耳机”等促
销活动抢客源。在苏宁电器商
场内，某一电脑品牌的工作人
员说，这段时间电脑销量特别
好，很大一部分是大学生买的。

“就我们家来说，以前一天能卖
三四台就不错了，而今年每天
都能卖上七八台，销量翻一
倍。”另一位促销员说：“电脑现

在都是大学生入学必备的，10

个新生中9个买电脑。”
“上周六给他买了一部新

手机，今天带他来买电脑。”在
三站众诚数码广场，记者遇见
了今年考上青岛大学的小林和
他母亲。“周围的同学都买得差
不多了，一般都新配备了手机、
电脑，个别人还买了照相机和
平板电脑，但是不多。”小林说，
他觉得照相机和平板电脑暂时
用不上，所以只跟家里要了手

机和电脑。“刚刚买了一个电
脑，花了4999块钱，再加上前几
天买的，一套下来差不多10000

多块。”小林母亲说。
为什么家长都要给孩子买

电脑？小林母亲说，主要是怕别
人家孩子都有，自家孩子没有
会自卑。采访中，大部分家长都
抱有这样的观点。还有的家长
认为，电脑确实不可缺，“现在
很多作业都是用电脑写，不买
让孩子怎么做？”

图图书书市市场场暑暑假假过过““寒寒冬冬””
有书店教辅书销量同比降三成多

本报8月22日讯 (见习记者
吴江涛) “不好！特别不好！”

虽然实体书店受电商冲击销量
下滑已经成为共识，但谈起这个
暑假的图书销售情况，三站图书
市场的书店经营者们还是纷纷
摇头，状况之差远超他们预想。
就连不少书店赖以生存的教辅
书的销量也出现了大幅下滑，由
于顾客过少，有的书店干脆把店
里的空调关掉以节约成本。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市区的
几家书店。在一家以卖人文社科
书籍为主的书店里，摆放有少量
的教辅和考试用书。店主介绍，
店里之前是不卖教辅和这些考
试用书的，由于人文社科类书籍
销量过小，才摆出来补充销量。
但今年这些书也几乎无人问津。
为节省开支，再加上顾客较少，
虽然是高温天气，店里还是把空
调关了。

而在市民经常光顾的三站
图书批发市场，书店经营者也感
受到了生意的萧条。“前几年的
年销售额是200万元，这两年只
有30万-40万元。”三站市场一家
书店的负责人于先生说，店里销
售的主要是公务员考试、外语考
试等用书。

在三站图书市场，儿童文
学、教辅书、考试书以及工具书
等是整个市场的主流。尤其是教
辅书书店里，顾客明显要比其他
类型的书店多。市场里的多家书
店是靠给学校和其他书店批发
大量教辅书来赚钱的。每年寒暑
假，是教辅书销售的旺季。然而，
今年暑假即使是支撑书店销售
的教辅书，卖得也不是太好。“比
去年这个时候，销量少了1/3。”
一位主营教辅书的书店负责人
说。

实际上，受电商冲击，三站
图书市场的图书销量最近几年
一直都在下滑。而今年又碰上多
年不见的高温天气和降雨，许多
人不愿出门，纷纷选择在网上下
单买书，实体店的销售形势进一
步恶化。

见习记者 吴江涛

暑假教辅书销量大幅下
滑，虽然过段时间，也就是开
学前后，将迎来一波销售高
峰，但三站图书市场的书店经
营者们普遍担忧，销量低迷的
情况不会有太大改观。

市场里一家主营教辅书
的书店负责人说，店里的辅导
书主要是批发给烟台中小学
校和书店的，其中学校订购占
大头，零售占的比例不是很
大。

现在，学校订购教辅书这
条路，也面临着危机。

据了解，以往临近开学，烟
台不少中小学校往往会集体给
学生订教辅材料，有的老师会
推荐甚至指定学生买某一种辅
导书，不少书店会趁此机会大
赚一笔，有的书店甚至全靠学
校征订教辅材料生存。然而最
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
台政策，要求大力整顿教辅书
市场，禁止学校老师指定教辅
书。许多书店担心，以往的大规
模订购会受到很大影响。

虽然不知道最终的效果
到底如何，但许多店主都肯定
地说，今年教辅书的销量是比
不上往年了，书店的“苦日子”
似乎刚刚开始。

不过，对这项新政策，也
有店主抱乐观态度。“以前也
有过类似的政策，但对教辅书
市场的影响很小，持续时间也
很短。”三站图书市场一位店
主介绍，学生升学、考试等都
不可能离开教辅书，即使学校
不再集体订购，也能通过零售
弥补。

广电总局新政禁止“指定教辅书”

教教辅辅书书店店集集体体悲悲观观：：““苦苦日日子子””开开始始了了

健健康康饮饮用用水水惠惠民民行行动动进进港港城城
向烟台市民免费发放水质处理器

炎炎夏日，人体对水的需
求会更加旺盛。多喝水，多喝健
康干净的水，对人体生理平衡
会更有益处。然而，地下的自来
水管，不可避免发生铁锈污染；
各种工业水污染；自来水进户
前 用 漂 白 粉 消 毒 后 的 余 氯 污
染……水质污染后，正严重影
响居民健康。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发展
中国家1/3城市人口饮用水安全

无法保证。喝不到保质的水，会引
发意想不到的身体疾病。

为了让居民了解自家饮用水
现状，让居民对健康饮水的重要
性引起重视，不让自己的身体成
为污染水的“过滤器”，2012年9

月，在相关单位等爱心企业的支
持下，健康饮用水惠民行动在全
国展开。行动第一步，就是向全国
55岁以上老年居民发放高科技产
品：水质处理器。

截至目前，行动已经在上海、
江苏、浙江、广东、四川、重庆、河
南、山东等十余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近50个城市全面开展。数以
万计的家庭都领取到了水质处理
器。

现在，惠民行动已经来到烟
台，首批将向烟台55岁以上的居
民发放水质处理器。

据了解，只需将水质处理
器装在水龙头上，15分钟后，水

质处理器颜色发生变化。如仅
变成淡黄色，说明水质很好；如
果是黄褐色，甚至深褐色，说明
水质污染非常严重。经过水质
处理器简单过滤的水，能滤除
水中的重金属、微生物、余氯等
污染物，确保家人喝到健康、卫
生的净水。

家住幸福的李大叔领到了水
质处理器后，说：“我确实没花一
分钱，就和老伴一人领了一个水

质处理器！装在水龙头上几天后，
滤芯由白色变成了深褐色。过滤
后的水喝着就是让人放心！”

申领条件：申领人年龄必须
大于55周岁，为本市常住市民并
且拥有可安装的自住住房。水质
处理器烟台限量发放1500个。每
天领取量达到80多个，很快将领
完。先到先得，望符合条件的居民
尽快申请，领完为止！

领取热线：0535-4190077。

头条延伸

延伸阅读

三站市场一家书店里堆满了中小学教辅用书。 见习记者 吴江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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