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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龙则灵

“戒了淘宝， 我就是有钱人”
———“败家”网友，是什么让你成了
“千手观音”

2013年1月15日，支付宝发布2012年度全
民对账单，湖南人的网上支出金额在全国排名
11�位。 记者从这份对账单上发现，2012年，湖
南省的支付宝网上支出金额约占全国的
2.27%，同比增长63.15%。 其中，长沙支付宝用
户人均支出10733元，除水电燃气缴费、还信用
卡等之外，网购人均支出8267元。

8267元，面对支付宝的这个平均数，不少
湖南网友称，与自己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的“巨
额”网购账单相比，这个数字显得那么“温和”，
更有一个网友坦言，“我一个月的支出，就超过
了这个数。 ”

支付宝还只是网购支付手段的一种，倘若
把不用支付宝的如京东商城、腾讯旗下的拍拍
网、各类团购网站等购物网站的交易，以及大
家通过网银支付的、 货到付款的金额都算上，
那结果就更惊人了。

很多网友感同身受， 大呼：“戒了淘宝，我
就是有钱人。 ”

有网友根据消费金额，对支付宝用户进行
分类：500元以下为勤俭持家型，500元至5000
元为普通青年型，5000元至1万元为铺张浪费
型，1万至3万为剁手型，3万至5万为应该被拉
出去枪毙型，5万以上被称枪毙10分钟都不为
过型。 按如此分类，据记者走访，“应该被拉出

去枪毙型” 比比皆是，“枪毙10分钟都不为过
型”也不是小数目。 支付宝的内部人士透露，若
进行个人年交易额排行， 那数字绝对够吓人，

“网上一年消费花去几十万元的用户很多，有
些人几乎每天都在买不同的东西，单笔交易的
金额也不大，但一算总量就非常可观了。 ”

网友小菜菜一直在检讨：“去年账单出来我
有3万多，当时就喊该剁手了，但喊完就忘了，今
年我都不敢看，我发现自己原来是‘千手观音’。 ”

是什么让网上有这么多“千手观音”？
毋庸置疑，低价、方便，是网购开始大规模

流行起来的主要原因。 某传媒公司的周女士说
她就很青睐网购，它比逛街轻松，一杯咖啡、一
个鼠标，舒舒服服往沙发上一靠，想买什么都
能搞定。 过去逛一天街，腿都跑细了，也逛不完
几个商场，现在足不出户，几百上千个店铺随

你挑。而且，它还不受时
间、天气的限制。深更半
夜，商店早打烊了，网店
却24小时不关门， 这对
那些晚上睡觉前想过过
眼瘾的人们来说是一大
福音。

电商也很会利用大
家贪便宜的心理， 时不
时推出秒杀、限时抢购、
各种优惠， 让本来还能
捂紧钱包的网友防线崩
溃， 本来只准备买一两
件商品的买了五六件。
2012年11月11日，在淘宝商城双11网购狂欢节
中，当日就创造33.6亿元的支付宝交易额神话。

“衣柜里没剪吊
牌的 衣 服 还 有 十 几
件，买了一年了”———
一千个浪费的“黑洞”

花了这么多的钱，如果每
一分都用在了刀刃上，却也无
可厚非。 只是事与愿违，伴随
着“巨额”的网购账单，也生出
了巨大的浪费“黑洞”。

浪费之一，买多了，衣柜
的淘汰频率越来越快了。家住
长沙四季花城的陈舒云女士
就很烦恼， 自迷上网购后，家
里几个大衣柜都不够用了，衣

服一排排挂着， 挤得满满当当，“衣服太多了，
根本穿不赢。 衣柜里没剪吊牌的衣服还有十几
件，买了一年了。 ”衣柜没空，“鼠标手”却没闲
着，当快递员把一件件新衣服送来时，陈女士
开始大批量淘汰过季衣服，打好包，让楼道清
洁工拿走。 可送出去的都是钱啊，陈女士有时
候也隐隐有一丝肉痛。

浪费之二，买回来不喜欢就扔了，或是送
人了。 网上看到的图片很漂亮，很喜欢，买回后
却有色差，尺码偏大偏小，款式也不适合，都是
常有的事。 家住宁远县凤鸣街的章晨女士说，
网购之风，也刮到了这个偏远的小县城，她和
同事们基本都是上网买衣服。 只是有时候趁特
惠期间买回五六件衣服， 总有一两件不满意
的。 贵一点的，她会寄回去换，如果只花了几十
上百元的衣服，换一趟运费也要二三十，她就
懒得费这个周折，会考虑送人。

浪费之三，不实用就束之高阁了。 在网购

的汪洋大海里，物品太丰富了，涉及面太广了，
总能淘到让人眼前一亮的商品。 只是很多当时
看起来有意思的商品， 买回来却没太大的用
处， 结果柜子里抽屉里堆满了相框、 茶杯、公
仔、抱枕、香薰炉、铁艺花盆等各种淘来却很少
用的便宜货。 网友小明说，他花1123元买了一
件电子阅览器，买回来用了几次，就扔在抽屉
里了，实在是浪费。

还有浪费之四，浪费之五，相信每一个网
友都能数出自己的浪费之痛。

“网购三字诀：稳、准、狠”———
网购达人教你“省钱经”

现在，春节临近，各大网店商家开始了年
末大清仓，紧接着又是情人节特惠，估计又有
不少网购族在蠢蠢欲动了。

冲动是魔鬼， 当网购族再次点燃激情，冲
进清仓、秒杀的网购陷阱里时，不妨听听网购
达人的忠告，综合起来，理性的网购讲的就是
稳、准、狠。

稳。 下手要稳当，理性才是克制冲动消费
的“王道”。 长沙QQ宝贝儿童摄影机构的唐健
告诉记者，她上网购物，必设三道防线。 看上的
先放入收藏夹，回头整理时，有购买欲望的，再
放入购物车，确定非买不可的、非常喜欢的，当
时就下订单。 还有一丝犹豫的，就一直放在购
物车里，过一段时间再看，有的商品已下架了，
有的商品也没了最初的购买欲望了，就统统删
掉。 她说，有了这三道防线，她现在基本上不会
买多余的商品，浪费也相当少。 还有，请朋友代
购，也不失为一道良策，多一点麻烦，就可以少
一分浪费。

准。 就是弄清楚自己适合什么，真的喜欢
什么再购买。 资深色彩形象顾问师刘洁莹就建
议网友，一定要弄清楚自己适合的颜色、款式
与材质，如有的人适合淡雅色调，有的人适合
浓郁色调；有的人适合V领、桃形领，有的人适
合一字领；有的人适合棉麻等材质，有的人适
合丝绸、雪纺等材质，如果这些都成竹在胸了，
逛网店时就不会漫无目标，也可以避免大量的
浪费。

狠。 就是多看网友评价，特别是言之有物
的差评，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要买回一件到时
自己也要写差评的商品。

当然， 如果发现经常把不适用的东西购
入，自己又难以控制时，心理咨询师指出，要注
意是否患上了“网购瘾”，这时候要培养广泛的
兴趣爱好，空闲时不要“宅”在家里，多参加社
会交往和户外活动。

网购族，请你“歇歇脚”

“今天逛淘宝本来只是想看看，可
这个网店除了打折还秒杀， 一百多，
这么便宜就能买件大衣啊，不买对不
住我勤俭持家的名号。 只是上个月的
账单又大大超支了，老公抗议要拒交
工资了。 ”

“今年的鞋，我都是在实体店看好

试穿好，再到淘宝上去找，真的实惠，
可一不小心买了几十双， 现在家里都
有180多双鞋了。 说实话，有100多双
鞋我基本没打开过鞋盒， 我那无处安
放的鞋盒啊！ ”

……
这样的纠结， 在如今的 “网购一

族”中，司空见惯。上网点点鼠标，隔天
就有人把东西送到； 足不出户就能买
到全世界的东西， 价格比商场里便宜
一半。 越来越多人的消费生活开始依
赖网购。可网购也是一把“温柔”的“双
刃剑”，它给你便捷，给你实惠，也让你
一不小心衣柜“爆棚”，一不小心成了

“负翁”。
人们不禁要问，图了便宜，买得更

多，结果真的占到便宜了吗？家里的物
件堆得小山样高， 你需要穿那么多用
那么多吗？

（上接1版①）

打造工业新区 建设江滨新城
打造“工业新区”，“建设江滨新城”

———“九华”人的这个“两手抓”，开辟了
开发区的建设新路。

“九华”从2006年第一个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吉利汽车”投产，到2009
年有98个工厂批量生产，年工业产值达
到150亿元。这时，“九华”人看到了一个
潜在的“危”与“机”：越来越多的人汇聚
而来，家居、教育、医疗、休闲、购物等方
面的矛盾日趋突出。这些问题不解决好，
好不容易拼搏出来的工业产业就将受到
遏制。然而，越聚越多的人群，又带来了
打造新型城区的大好机遇。

于是，一手抓工业产业发展，一手抓
城市建设的决策付诸实施了。聘请规划
大师做规划，引进城建企业做项目，抛出

优惠政策引资金。与此同时，九华筹措巨
额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眼见得，一条
条宽阔的公路建起来了， 一片片崭新的
高楼冒出来了，一家家为城市、为居民服
务的企业应运而生。占地20平方公里的
“江滨新城”渐渐露出了青春的脸庞。

城市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
展，不仅旺了人气，旺了第三产业，更大大
促进了工业产业的扩张。 据初步统计，仅
在2012年，就引进了38家产值过亿元的工
业企业，使全区产值过亿元的工业企业增
加到41家。“九华” 工业的蛋糕越做越大，
去年总产值近410亿元，雄踞湘潭市榜首。

续建、新建117个项目
无论是产业建设，还是城市建设；无

论是扩大内需，还是增强发展后劲，都需
要项目这个载体。“九华”去年全年完成
固定资产投入201.45亿元， 续建和新建

117个项目，业绩空前。
如此之大的项目建设力度， 凝聚了

“九华”人的千般艰辛。
去年上半年连绵不断的低温阴雨，

使得“九华”区内泥泞一片。6月底，当太
阳从厚厚的云层中钻了出来，“大干七八
九，掀起项目建设新高潮”的帷幕随之拉
开。在90多天里，党工委、管委会的负责
人和普通员工一样，“5+2”、“白+黑”，挥
汗如雨。大战告捷之际，新的领导班子走
马上任，他们既当调度，又当监工，以身
先士卒的表现激励着项目建设者们。

最近3年，“九华” 完成项目建设达
500多亿元。随着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带
动了上千亿元产业与城建投入。 当正在
紧张建设的沿江风光带、 九华大道直通
长沙，“九华”的区位优势将更加凸显、九
华的发展潜力将更加强劲、 九华的发展
速度将更加迅猛。

（上接1版②）
正值中午用餐时间， 记者来到

金太阳湘君楼， 粗略观察，3楼、4楼
共30多个包厢， 至少有一半是空
的；供团体用餐的大堂，更是清静。

“往年这时的生意应该很火
爆。”该店总经理助理欧阳女士告诉
记者，最近不少预订也临时取消了，
周边的省新闻出版局、省老年科协、
长沙市一中等单位的20多场团体
宴会都取消了。

在平日里同样生意不错的长沙
市东风路的“天天渔港”，一位彭姓
经理也向记者“埋怨”，年前至少有
200多桌预订被取消了。

部分五星级酒店， 也难见门庭
若市的热闹景象。

2月6日中午， 位于长沙市芙蓉
路的潇湘华天大酒店外面的停车
位，并不紧张，还有空位。门口仅立

有一份企业晚宴的张贴海报。 据酒
店相关负责人介绍，往年这个时候，
门厅团拜会、答谢会、座谈会牌子，
立了一长溜。

长沙市五一路的芙蓉华天大酒
店， 往年也是附近机关单位举行团
拜会的首选，此时正是最繁忙时。酒
店大堂余经理告诉记者， 往年这个
时候较大的宴会厅根本没有空档，
进进出出的客人挤满了大厅， 但今
年来订团拜会酒席的机关单位非常
少，寥寥可数的几家都是私营企业。

酒店服务员普遍反映， 现在客
人点菜也多了几分理性， 越来越多
的人主张既要吃好，又不浪费，能打
包的尽量打包。

礼品业务遇冷， 迎来
送往少于往年

快过年了， 芙蓉北路上从事礼
品销售的柯老板， 却有点
高兴不起来。

柯老板告诉记者，一
直以来， 他都为长沙某大
型国有企业供应各种礼
品。然而，春节前夕，该企
业却突然停掉了原有的礼
品业务。 失去这样一个大
客户，柯老板连连摇头，直
说：“想转行了。”

而在长沙市芙蓉中路
的大型酒类销售公司———
国誉酒业， 杨老板告诉记
者，今年年关，中档酒、葡
萄酒销得不错，但茅台、五
粮液等高档白酒销量下降
了50%以上。“单位供货减
少最为明显。 今年元旦以
来， 至少有20多个平常高
档白酒需求量较大的机关
单位相继取消了订单。”

“春节前两个月的礼品业务量，
占全年业务量的3/5左右； 其中，最
旺盛的团购业务又占了节前60%的
份额。”欧阳越勇是正在筹备的湖南
省礼品业商会的召集人。

他告诉记者， 目前， 全省有
6000多家土特产加工、 销售企业，
4000多家礼品贸易公司，以及不计
其数、大大小小的烟酒茶经销店。由
于中央提出了“八条规定”，很多机
关单位、 国有企业不仅取消了团拜
会，往年必备的各种公务礼品、员工
福利等也都连带基本取消了。 粗略
估算， 至少少了2/3的礼品团购业
务。欧阳越勇认为，从长远来看，奢
侈型礼品受影响会比较大。

■短评

让节俭成为习惯
李伟锋

一封感谢信、 一条短信替
代了繁文缛节、 浪费惊人的团
拜会；酒店团拜宴遇冷、礼品店
生意清淡……这个年关， 节俭
之风扑面而来，甚感清新。

成由勤俭败由奢。 勤俭节
约，是中华名族的优良传统。现
在，虽然生活日益富足，日子越
过越好，但勤俭节约不可丢，优
良传统需要不断发扬光大。

勤俭节约，不是一阵风，需
要长期坚持。节俭不是作秀，走
过场，理应成为生活常态。假若
人人争做节俭的实践者、 监督
员，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
一以贯之、长期坚持，节俭就能
成为一种习惯。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