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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城事

走走，，去去年年货货大大集集置置办办年年货货去去

本报1月23日讯(见习记者
杨擎) 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
是家人团聚的日子。随着济阳县
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市民的消
费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开始从“怕
消费”向“舍得消费”转变。

回河镇店子街村民刘燕今年
30岁，临近春节，她在济阳县城区
信誉商厦为公公婆婆各置办了一
身新衣服，花费862元。“现在大集
上的服装摊位少了，光顾的大多
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数量也在
减少。”回河镇相关负责人称，集
市上的衣服档次低，样式古板，再
加上离城区近，大多数年轻人都
会选择到城区的商业街或各大超
市买衣服。

随着近几年网络的发展，不
少年轻人也趁着过年在网上为自
己和家人置办几套衣服。网上的
衣服样式多样，款式新颖，突破了
地域的限制。“只需在网上下单，
交费，然后在家等着就行了。”市
民罗女士说，部分快递会给送到
家门口。但网购也存在一系列弊
端，比如，距春节还有一周的时
间，如果拍下的衣服存在大小号
不合适、色差大等问题，需要退换
会来不及。

此外，不少理发店生意兴隆。
回河街玉霞理发店理发师薛玉霞
说：“进入11月，邻近村的大姑娘
小媳妇，甚至四五十岁的中年妇
女来理发店烫头的比较多，每天
平均有七八个，并且烫头后染颜
色的居多。”

据悉，随着济阳县市民消费
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跟
随潮流，从“怕消费”向“舍得消
费”转变，另外，随着群众消费观
念的转变，许多商家也捕捉到其
中的商机，并随之制定出相应的
销售和服务措施以吸引消费者。

济阳集市开集日
(时间均为农历)

集市 日期（逢）

县城 一、三、六、八

徐家集 四、九

朱家集 五、十

钱家集 五、十

王奎楼 二、七

霍家集 一、六

苟王集 四、九

王集 二、七

高楼集 五、十

店子集 四、九

回河街集 一、六

曲堤镇集 一、六

垛石镇集 五、十

仁风镇集 四、九

崔寨镇集 一、六

孙耿镇大集 四、九

太平镇集 三、八

新市镇集 一、六

市民收入提高

开始舍得消费

1月21日，正逢崔寨镇崔
寨大集，因为离年关近了，赶
集又被称为“赶年集”。早上8
点，通往集市的各条路上人
流不断，赶集的人从四面八
方汇聚而来。离集市还有好
远，就能听到从集市上传来
的喧闹声。

眼前的集市比记忆中的
更宽更长，路两旁全部是沿
街的商铺。集市上人头攒动，
赶集的人摩肩接踵。集市上
的商品琳琅满目，鲜嫩的蔬
菜、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新鲜
的猪肉、喜庆的春联和大红
的灯笼摆满了集市，热闹的
场景让人深切地感受到浓浓
的年味。

“进入腊月，尤其是腊月
十六、廿一、廿六，曲堤集市
已经成为全天市场。”曲堤镇
相关负责人说，从天亮到天
黑，人来人往，日客流量超过

3万人次。每逢农历五、十是
垛石镇农村大集，随着春节
临近，集市规模日盛一日，四
里八乡的人们走亲戚、赶大
集、办年货。

据了解，现在农村人也
讲究，过年都要买鱼，大家都
图个“连年有余”。卖烟花鞭
炮的摊位前面围满了孩子，放
了寒假的小朋友在那里缠着
大人给他们买各种各样的花
炮，生活条件好了，家长也不
再吝啬。

今年的大集相比往年也
有了新的“内容”，摊点上除
了传统的瓜子、桂圆、葡萄干
外，还有松子、美国山核桃、
巴坦杏、夏威夷果等罕见的
干果。糖果档次也比往年有
所提高，太阳能、电动车、小
家电等，这些以前在城里才
能买到的东西，现在在农村
的大集上也能买到了。

要说农村大集最大的变
化，就是辛勤劳作的人们钱
包一年鼓起一年，置办年货的
眼光一年高过一年。“鸡鱼肉
蛋早已是日常必备，彩电、冰
箱、洗衣机似乎也风光不再，
买个新车过年走亲戚越来越
多地被农村人挂在嘴边。”垛
石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与往年相比，大集上销
售烟花爆竹的摊点减少了
约四成。”回河镇相关负责
人说。有村民表示，通过电
视广播知道放烟花爆竹会
造成空气污染，有些城市禁
放烟花爆竹，自己积极响应
号召，为净化空气，尽量做
到少放。

腊月廿三，是中国传统的
“小年”，各镇的年集也将陆续
亮相，想采购年货的可得抓紧
了，带上家人，到大集上逛逛
吧！

目前，济阳县城区固定
的农贸市场共有8个，从腊月
廿三开始，每个市场开集都
充斥着浓郁的年味，人们说
话的内容大多也和忙年有关
系。熙熙攘攘的集市上，红红
绿绿的年画、手写对联，红彤
彤地挂在集市两旁的树上，
也有的用砖或是石头压在路
边。

在济阳县县城的老城区
大集，除了卖春联的摊位在
逐渐增多外，卖瓜果蔬菜的
摊位也在路中间加了整整一
排，部分卖肉的摊主直接将
宰杀好的整头牛、羊、猪挂在
挂钩上，让市民自己选择想
要的部分，现场分割。

天刚蒙蒙亮，就有商贩
赶来摆上摊位开秤卖货了。
卖水果的梁先生一边摆摊，
一边和记者唠着家常。梁先
生说，到集市卖东西的大部
分都是附近村子的农民，他
家就居住在距离县城几里远
的于梁村。为了占个好一点
的摊位，他和媳妇早上5点就
赶到这里了。“我和妻子每天
都在济阳县附近的各个集市

上奔波。”梁先生说，如今县
城大集摊位增多了，接下来
的一周多时间，可以暂时稳
定下来了。

在熙熙攘攘的年集人群
中，小朋友跟着大人来赶集，
买一串冰糖葫芦，吃一顿油
条煎包，买上一套漂亮的衣
服，便是小朋友最高兴的事
儿了。

各镇各村的村民开着私
家车、三轮车陆续到大集上来
买年货了，纬二路和经一路的
交会路口旁边停满了车辆，私

家车行驶缓慢，出现了轻微的
拥堵路况。“每年这个路口车
辆都通行不了，从经一路北头
能拥堵到经二路，甚至更西
边。”市民赵先生说，再过四五
天，就不能开车出门了，如果
不去很远的地方，会选择步行
或者骑自行车。

针对此状况，城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要求各摊主
必须在马路两旁的石沿上设
置摊位。纬二路主干道道路
中间不允许出现摊位，以方
便车辆的通行。

各镇大集“小年”前后陆续亮相

8个农贸市场年味更浓了

“来一副春联”、“来一条大一点的鱼”、“春节赔本大甩卖了”……集市上的叫喊声不绝于耳。随着农
历新年临近，年味渐渐浓了起来，济阳县年前“赶大集”的习惯依旧延续着。

本报见习记者 杨擎

春节前，济阳三联家电商场组织的抽奖活动吸引了广大市民参加。 谢敏 摄

庙廊年集。 通讯员 王学芹 摄

超市年货大街

已陆续“开街”

“现在村民买肉大多喜欢进
超市买。”回河镇镇长冯琳说，去
年，回河街新上大型三家超市，里
面副食、杂粮、生肉、蔬菜、服装一
应俱全。

随着城区和乡镇的超市越
来越多，每逢过年，超市中的年
货商品也越来越全。城区的不
少超市推出了“年货大街”，以
方便市民挑选年货。年货大街
一般设置在瓜果蔬菜区与礼盒
区之间，采取传统的红色与黄
色，为市民营造出一个温暖、有
年味的大街。

“目前的年货大街仍然以酒
水和保健品为主。”好又多购物商
城店长徐先生说，一般腊月二十
至廿八是给亲戚朋友送礼的时
候，因此这段时间，商家会将礼
盒类的商品摆在比较显眼的位
置，供顾客选择。据了解，由于
今 年 相 比 往 年 冷 空 气 来 得 稍
晚，加上年假日期的推迟，今年
购买年货的高峰期还没有到来。

“估计购物小高峰会出现在二十
五六。”徐先生说。

据悉，为使市民过年能够买
到便宜又新鲜的年货，好又多
购 物 超 市 引 进 的 家 庭 常 备 年
货，如瓜子、糖果等，均采取直
接从源头进货的方式，省去中
间的环节，品质更优，价格更
低。“小高峰来临之前，还会引
进部分装饰品、新鲜的蔬菜等商
品。”徐先生说。

“超市的年货大街设置的十
分贴心。”市民殷女士说，想买的
年货在大街上走一圈就能买全
了，不仅买的顺畅，还节省了找东
西的时间。

目前，城区的各大超市年货
大街已经陆续“开街”。济阳三联、
富群生活广场还推出了各种活
动，如整时整点免费抽大奖、过新
年以旧换新最高折价千元等，吸
引了众多市民前去购物。

年货大街以礼盒为主。
本报见习记者 杨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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