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腊肉、 香肠要买放心品
腊肉最好选择熟悉的品牌 ， 质量可保

证； 香肠最放心的要数菜场现灌。
2、 咸货： 来不及腌直接买
一般来说 ， 现在大家都是很少买咸货

的 ， 可如果家里有人喜欢吃 ， 不妨少买一
些， 到时候做配菜用。

3、 干货： 可一次性购买
木耳、 金针菇、 香菇、 蘑菇、 红枣、 蜜

枣等干货类年货存放时间长， 可早早购买。
由于市场差价较大， 您如果方便， 可直接去
批发市场一次性挑选。

4、 烟酒： 必须早早准备
烟酒既是春节的待客物品， 也可作为馈

赠亲友的礼品。 如果需求量较大， 必须早早
准备。 特别是高档烟， 各家商店本身进货量
就有限， 大量需要时应早早准备。

5、 年礼： 健康第一位
新年走亲访友， 礼物是必备的。 一般送

长辈买点补品， 小孩则买点大礼包之类的。
6、 新衣： 最好见 “缝” 插针
购置新衣可以关注各大商场和品牌服装

的打折信息， 趁着有优惠活动的时候下手。
至于网购， 年末是运输旺季， 要是快递不给
力， 这事还真不靠谱。

7、 买菜： 水芹、 豌豆苗不可少
荤菜和蔬菜是越新鲜越好， 除了置办鱼

肉， 新年最不可少的 “叶子菜 ”， 如芋头 、
香菜、 白菜、 萝卜之类。

8、 丸子： 象征团团圆圆
鱼丸、 肉丸， 除了到市场、 超市买现成

的， 也可以买新鲜鱼、 肉自做。
9、 装饰： 直奔街头或小商品铺子
新年新气象， 对联、 福字、 灯笼、 中国

结、 生肖龙、 彩灯等春节必备的挂件、 饰品
可以让家里看起来年味更加充足。 这些东西
在街头和一些小商铺可以一并购齐且价格适
中。

年货存放有学问
1.采购年货要悠着点 ， 年货没必要买

得太多。
2. 鱼肉一定要放冰箱， 在0~4℃条件

下可贮藏3天， 零下18℃以下存放时间不能
超过3个月。

3.冰箱里的食品放置不应太密太挤 ，
以放满50%的空间为宜， 这样能保持冷气的
流畅。

4.冰箱里的生食 、 熟食一定要分开存
放， 冷藏的熟食不要直接装盘上桌， 必须经
过热处理后再食用。

5.放入冰箱内的食品一定要新鲜 ， 凡
鱼有臭味、 肉有怪味、 鸡蛋散黄等情况， 都
是不新鲜的迹象， 不能放入冰箱。

6、 蔬菜不论常温还是冷藏， 储存时间
越短营养价值越高， 冷藏蔬菜最好在一周内
吃完。 叶子菜捆扎起来 把根放水里， 能延
长保鲜时间。

7、 豆腐， 可放入淡盐水中， 连容器一
起放入冷藏柜， 可存放1至2天。 吃不完的
油炸豆腐要及时真空封装。

8、 米面可常温储存 ， 不需要放冰箱 ，
大米储藏时最好要干燥通风。

9、 发现变质的年货， 千万别食用， 不
要因小失大。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辑）

省工商局发布消费警示：

科学、文明、
理性消费

“当您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 请拨打
12315。 ”2月11日，省工商局发布了2015年节
日第一号消费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科学、文
明、理性消费：

一是理智应对赠券、打折、返现金等促销
活动。

二是超市集中购物后， 要向销售者索要
正规发票，认真核对发票的内容，购物小票内
容必须与所购商品相符。

三是购买家电等大宗商品时， 要关注售
后服务与服务收费。

四是网上购物，应选择合法的购物网站，
购买前要认真阅读网页上的附带条款。 快递
员送货上门后，要确认无误后再签收。

五是外出旅游应选择有合法资格、 管理
规范的旅行社，当心超低报价，服务缩水，掌
握相关消费知识，做到明明白白旅游。旅行购
物时，要检查商品的真伪和质量，购买商品要
保存好发票。

遇到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消费者应当
依法、理性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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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货飘出新“年味”

年货是过年必备的。
五颜六色的水果糖、 新崭
崭的衣服、 鸡鸭鱼肉……
对于物质匮乏年代的人
们， 它们不仅仅是年货，
也是一种念想和犒赏。

如今物质极大丰富，
鸡鸭鱼肉随时可以吃到，
新衣服挂满了柜子， 零食
太多怕发胖……尽管如
此， 年货却不能不买。 只
不过， 如今的年货意味已
大为不同了， 办年货不仅
仅是为了物质满足， 更是
一种精神愉悦和温暖情
愫； 办年货似乎成为一种
仪式， 让人们在琐碎的忙
碌中触摸年的味道。

下乡杀猪、扯菜玩得嗨

网上淘年货、更换“新装备”……在省环保职院李老
师看来都是“老一套”。

2月9日， 他一早就开车来到长沙县跳马乡一户村民
家。 这户村民家猪圈里养着的一头大肥猪是李老师2014
年4月份就定购了的“年货”。 由李老师付钱，请村民喂养，
最后按重量结算。

上午10点左右，李老师邀请来的3位朋友也从各地赶
来，人齐了，10点28分开始杀猪。 一个半小时后，猪肉按李
老师的要求，分别装袋。 自己留点，再送点，一头肥猪刚刚
好。 忙完这一切， 村民家的女主人已把午餐端到了餐桌
上，猪肉和猪内脏是主打菜。

李老师从车上拿出一瓶好酒， 满满当当的一桌人大
快朵颐起来。 吃完午餐，休息一会，男主人带着李老师他
们来到菜地里。 菜地里自家种的萝卜、白菜、蒜苗品种丰
富，李老师和朋友们每样扯了一大把。 这一天，李老师和
朋友们满载而归。

“花钱不多，韵了年味。 ”李老师告诉记者，这次杀
“年猪”，他花了不到3000元，请了朋友，送
了人情，自家也有放心的土猪肉吃，非常值。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像李老师这样
提前去乡下定购一头猪， 请村民喂养，年
前邀朋友一起去杀“年猪”的做法，已成了
很多长沙人钟爱的置办年货方式。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周月桂

在年货采购清单上，年夜饭无疑是“重头戏”。
2月10日上午，记者先后来到长沙市徐记海鲜金瑞

店和旺府餐饮韶山路店，打听年夜饭的预订情况。
徐记海鲜金瑞店一位姓范的客户经理向记者介绍，

今年该店推出了特色年夜饭，客人不仅可以选择平时的
菜谱，还可以根据家人的情况，单独点菜，价格跟平时一
样。

旺府餐饮韶山路店今年同样有创新。“除了套餐，还
可以单独点菜。”该店一位姓唐的客户经理告诉记者，往
年该店只推出几款价位不同的年夜饭套餐，今年除了套
餐，客人也可以“私人定制”。

在大型餐饮机构纷纷推出年夜饭时，一些原本深藏
楼宇中的私房菜馆，也开始站出来“一显身手”，他们的
“定制”特色更加鲜明。

靓嫂私房菜馆就推出了“年夜饭”送上门服务。客人
下单后，交一点押金，菜馆就会将饭菜送到家里。如果对
菜品质量不放心，客人还可以自己购买材料，厨师上门
服务。

既可以在家吃年夜饭，又不用自己下厨。”靓嫂私房
菜馆老板娘靓嫂告诉记者，这种“私人定制”的方式很受
客人喜欢，目前她已接到5份订单。

“今年高档酒楼像玉楼东等的年夜饭普遍价格变低
了。 ”省餐饮协会会长周新潮表示，厉行节约的风气下，
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 更看重年的味道和菜的品质，而
不再盲目讲排场。

备好了年夜饭，购买年货的行动只是开了个头。 而
以往肩扛手提购买年货的方式已是老皇历了，今年不少
人将购买年货的主战场转到了网上。

2月9日上午， 家住长沙市雨花亭阳光锦城的戴小
姐，在位于东塘的友谊商城看中了一件羽绒服，她悄悄
地记下了衣服品牌和型号，打算回去后到跟友谊商场同
一集团的购物网站友阿特品汇上再看看，如果更优惠就
在网上下单。

像戴小姐这样到实体店看货， 在网上下单的情况，
已成了不少市民选购年货的新方式。 适应新趋势，友阿
特品汇、步步高云猴网等均在线上推出了多种年货优惠
活动。

除了大型商业集团在网上推出年货特购汇，一些专
卖特产的网上销售平台，更是频频发力。“山哥来了”是
一家专卖山里土特产的网购平台。 腊八节一过，该网站
就不断推出买年货送农家剁辣椒、高山萝卜干，买腊肉
送火焙鱼等活动，网站的粉丝数量也在不断地刷新。

搜农坊是全国首家体验式特色农产品购物平台，主
营湖南特色农产品，从1月底开始就进入了“年货促销模
式”，日销售额保持在500至1000单左右，日销售额10万
元左右,最高记录30万元。 据介绍，热销产品多以礼盒为
主，其中生鲜水果类、干果炒货类礼品销量最为突出。

而这两年才兴起的微信平台，也在年货市场上大显
身手。“抽屉腊肉”是一个专门销售湘西土家腊肉的微信
公众号，从2月3号开始，该微信公众号上推出“无腊肉，
不过年”活动。其主打产品腊肉大礼盒，内置两份腊肉一
份腊肠，售价198元，短短一个星期，销售量已突破500
盒。

集结湖南年货最多的当数湖南电商公共平台打造
的“湘味中国年”———湖南电商年货节，搜农坊、快乐购、
爱尚通程、百信手机、松桂坊、苏宁易购、村安网、海通酒
业、怡清源茶业等数十家湖南优秀电子商务企业，提供
的商品包括吃、喝、玩、乐、行、礼各种需求，不仅包罗万
象，而且具有浓郁的“湘味”。此外，连过年去哪儿玩的湖
南旅游景点， 都可以在年货节中找到最优惠的行程推
荐。

尽管购物平台越来越多， 购物方式也日益
多元化， 但是要备齐年货， 商场仍是必进之地。

2月10日中午， 记者先后来到长沙市雨花亭
沃尔玛和井湾子大润发商场。 记者看到， 两个
商场里平时只开放一半的结账通道此时已经全
部开放， 赠送、 试吃、 打折等各种促销活动，
让人眼花缭乱， 选购年货的市民络绎不绝。

记者在两个商场里分别蹲守了30分钟发现，
洋酒、 膨化食品、 碳酸饮料柜台， 客人很少；
而甜酒、 “猫耳朵”、 “玉兰片” 等湖南本地产
的传统食品却深受市民追捧。

“这才是儿时的味。” 在沃尔玛商场， 40岁
的张新武拎着一大袋“猫耳朵”， 刚走出商场大
门就迫不及待地吃上了。 张新武是地道的长沙
人， 在他的记忆中， 小时候过年九如斋的“猫
耳朵” 是必备美食。 这次他特意买了一大袋。
“自己韵韵味， 也让孩子们尝一尝。” 张新武笑
着说。

“烟酒卖得不如往年好， 膨化食品卖不动，
衣服和化妆品销量不大， 卖得最好的是有‘本
土特色’ 的商品。” 大润发一位姓张的促销员告
诉记者， 今年湖南的本地特产卖得比往年好，
像剁辣椒、 腐乳、 甜酒都卖得不错， 而以往卖
不动的传统小吃， 像“猫耳朵”、 “玉兰片” 等
今年很受市民追捧。

“藠头今天没有了，需要其他的吗？ ”2月10日
15时，记者来到长沙市红星蔬菜批发市场，面对
记者的询问，“新兴”批发部的老板一边整理门前
的货物，一边热情地招呼记者。

“我的菜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 ”老板姓谭，
他告诉记者，菜新鲜，就不愁卖。 今天300斤新鲜
藠头上午就卖完了。 采访中，谭老板的电话响了，
是供货商打来的，他在电话中告诉对方，新鲜的
竹笋明天一定要到，藠头还可以再多送一点。“再
过两天，车流就多了，送货车跑不起来，现在必须
多订点。 ”谭老板说，年前还有一大波年货购买
潮，他得提前备足新鲜菜品。

而在马王堆海鲜市场，有很多海产品也卖断
了货。

“基围虾没有了，多宝鱼要不要？ ”正对着市
场东门摊点的老板告诉记者，年前买海鲜最好上
午来，品种多，选择余地大；最近几天，头天晚上
送来的海鲜一般在中午左右就卖断了货。

根据省商务厅的统计，目前，全省14个市州大
型骨干蔬菜批发市场日成交量达到1200至1300
万公斤， 长沙马王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我省最
大的蔬菜批发市场， 日交易量保持在600至700万
公斤左右。

不过也不用担心春节期间蔬菜的供应，省商
务厅表示，各大型批发市场和重点应急供应企业
已经加大商业储备， 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品
种丰富。

记者了解到，马王堆市场春节期间还计划储
备蔬菜1800万公斤， 主要品种为芽白、 包菜、土
豆、洋葱、白萝卜、胡萝卜、芋头、辣椒、西红柿、莴
笋、菜薹等。 当市场日交易量低于600万公斤时，
立即安排储备蔬菜上市。 即使储备投放完毕，马
王堆市场还与基地协议预约了蔬菜3000万公斤，
可以确保避免脱销断档。

升级“装备”迎新年
吃、穿是年货清单上的必需品。 办齐了必需品，很多

市民便打起了发型、手机和汽车的主意。
“换个新发型，会给新年带来好心情。 ”在雨花亭奇丝

妙剪美发店，20岁的陶小姐正在做头发，她决定将原本染
黄的头发再染成黑色。“用本色，迎新年。 ”陶小姐笑着说。
该店的一位员工告诉记者， 最近来做头发的客人明显增
多，生意好，老板将原定的放假时间，往后推了两天。

在长沙市宝南街开手机店的唐湘语最近同样忙不
赢。“来买手机的客人比平时多，基本都是来‘升级换代’
的。 ”唐湘语告诉记者，客人中以年轻人居多，购买的手机
都是最新款。

陈小姐是长沙银行的一位职员， 她已决定将现在使
用的HTC手机换成三星N9100。“现在的手机也好用，过
年了嘛，换个新手机，迎接新一年。 ”陈小姐说，年轻人换
手机跟购买衣服鞋子差不多，都是属于小“装备”。

但也有不少市民在年前换起了“大装备”。 长沙新城汽
车4S店的销售顾问张小姐告诉记者，最近到店里来买车的，
原本就是有车一族的居多。 在跟客人的接触中， 张小姐发
现，这些原本有车的客人都想赶在年前将旧车“升级”，换台
高档点的新车过新年。 2月份以来，该店的销售业绩比去年
同期有所上升，其中一半以上的客人原本就是有车族。

红灯笼、中国结和涌动的人潮，将年货大街装点
得红红火火，春节的身影也在年货市场里越走越近。

年夜饭流行“私人定制”

网上年货卖得欢

商场里本土特色受追捧

菜市场新鲜产品卖断货

年货采购小窍门

2月11日， 市民
在长沙苏宁电器选
购家用电器。

2月11日， 市民在长沙市开福区毛家桥星火生鲜批发市场选购新鲜蔬菜。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