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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装饰画
带动市场新风尚

■ 本报记者 何珂

在你的印象中，装饰画是什么样子的？ 手绘或者机
器印制的画作，估计是很多人的回答。近日，记者走访市
场发现，如今的家居装饰画，不管是材质、底板、表现形
式、视觉效果还是装饰效果，都完全突破了传统画作的
界定。 市场上不仅有水晶画、不锈钢镜面画、3D 金属球
立体实物画，还有石雕画、石子立体装饰画、铁艺画等特
色材质的装饰画，给家居装饰画市场带来了一股新风。

五月，正是家装市场旺季，不少消费者关注房屋硬
装质量，也关注软装带来的视觉感受和居家体验。“我家
水、电、砖、墙面等硬装都弄好了，就差软装了，这两天刚
挑选好装饰画。 ”5 月 19 日， 合肥市民吴霰告诉记者，
“本来打算在玄关上挂一副简单的装饰画， 没想到在网
上一搜，出现了很多特色画，很吸引眼球。我选择的是一
幅球形实物装饰画，是由多种大小不同的金属球组成的
立体造型，再加以白色纹理皮革底衬托画面，很有现代
感。 虽然价格要 1632 元，但是看起来很上档次，也能给
家里增添一份艺术气息。 ”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像吴霰这样热衷购买
的特色装饰画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5 月 21 日，在一家家
居旗舰店内，一幅金属装饰画售价 1000 多元，月销量近
百件，记者注意到虽然这幅画使用的材料是一堆现代主
义的金属材料，但整体看上去，有传统国画的风韵，又带
着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和特殊的质感， 格调极为独特。
“这幅画下面的云纹，是用钢丝缠绕铁钉来表现，散发着
一种特别的光泽，特别适合在追求个性的家居环境中装
饰用；画板是在不锈钢板上刻印而成的，有传统水墨画
的艺术美感， 又有立体的现代表现形式和钢板的质感，
年轻人很喜欢这种画。 ”该店工作人员介绍。

其实，我省的芜湖铁画也是一种特质装饰画，其以
锤为笔，以铁为墨，以砧为纸，锻铁为画，风格独特，与目
前市场上流行的特色装饰画有点相似，但记者在走访中
发现，芜湖铁画的内容多是奔跑的马、迎客松、梅兰竹菊
等，内容的丰富性与创造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80 后”“90 后”成为主要消费
人群，他们更加注重自身生活品质和品位，对文化艺术、
气质品味的追求不断上升， 在家居装饰方面的支出增
加，装饰画正好符合他们的审美需求，正处于其生命周
期的快速成长期。 虽然家居装饰画是小品类，也需要商
家不断创新思维，推出新品种、把好质量关，如此才能激
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在小市场掀起消费热。

上市时间越来越早，产品越来越丰富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

产学会发布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
报告 （２０２０）》指出 ，我省小龙虾产量
多年位居全国第二， 仅次于湖北省。
在国家和各地政策的大力扶持，以及
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下，小龙虾产业
规模扩张的趋势并未逆转，还存在强
大的惯性，在“十四五”时期小龙虾产
业整体还将维持中高速增长。

炙手可热的小龙虾市场，未来会
有哪些新变化？

赵本文认为， 近年来小龙虾上市
时间提前，这一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以往，进入五月，气温明显上升，小龙
虾就容易犯季节病，俗称‘五月瘟’，出
现大量死亡。 ”他说，现在养殖技术发
展了，整个养殖周期提前，九十月份出
苗，次年三四月份就能出成虾，既能避
免瘟病，又能错峰抢占市场。

去年，银花家庭农场给小龙虾搭
起了“棚子”。 “有了大棚，冬天也可以
吃上小龙虾了。 ”张银花解释说，小龙
虾有冬眠的特性，冬天温度等条件无
法达到它的生长条件，所以冬天的小
龙虾通常空壳少肉，不适合上市。 大
棚养殖则完全不必顾虑这些外在因
素，实现人工干预养殖。

“春节前后卖了上千斤 ，收入还
不错。 ”张银花说，湖北、江苏等地都
有大棚龙虾，在我省还比较少。 “小龙
虾市场前景好， 反季节的需求也不
小，我相信大棚龙虾也是未来发展的
一个方向。 ”

从最初的“捕捞+餐饮”，到逐步
形成集苗种繁育、健康养殖、加工出
口、精深加工、物流餐饮、文化节庆于
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抢滩小龙虾经
济， 小龙虾产业也在不断升级迭代。
近日，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除了
传统的麻辣、香辣、十三香、蒜蓉、油
焖、 清水等各种预制调味小龙虾，蛋
黄、咖喱、榴莲、芥末等“网红”食物元
素也进入了小龙虾市场，千奇百怪的
口味，满足了年轻人的好奇心，刺激
新的消费潜力。

除了口味变化，各式各样的新产
品也进一步开拓了市场前景。 合肥市
民刘安琪是一个小龙虾爱好者，她告
诉记者，网上有很多新奇有趣的小龙
虾产品， 小龙虾拌面、 小龙虾酱等。
“以往吃小龙虾，要么自己在家烧，要
么下馆子吃一顿，现在我都是在网上
买一份半成品，回来热一下，味道一
点也不输餐馆，太方便了！ ”

规范计量
这些细节要注意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在菜市场里用电子秤称量买菜、乘坐出租车要打表
计费……日常生活中，计量无处不在。而计量是否准确，
关乎民生。

5 月 20 日是“世界计量日”，近日我省多地加强计
量标识规范化管理，走进集贸市场、眼镜店、加油站等地
检查计量器具，开展计量宣传。

作为消费者 ，在计量过程中 ，应该如何防止上当
受骗？

一些商贩为了谋取利益， 通常会在秤上动手脚，比
如将电子秤的显示窗口故意遮挡，或者利用电子秤不清
零，模糊价格等方式克扣斤两 ,更有甚者利用电子遥控
装置修改克重。有关专家建议，商品称重前，电子秤的重
量显示值应为零；随着菜市场升级改造逐步完成，不少
菜市场内都设置了 “公平秤”， 购物后消费者可及时到
“公平秤”处复秤，防止不法商贩缺斤短两；此外，最好不
要在路边的流动摊点购买商品。

乘坐出租车时，应查看出租车计价器是否有处于有
效期内的计量检定印、证；起步前，计价器“空”字是否亮
着灯，驾驶员是否重新将计价器回零重新计价并显示起
步费金额。

为机动车加油时，要多留意显示屏的变化。加油前，
应查看加油机显示屏上的油品信息；加完油后，注意核
实加油的数量和金额，并索取发票。

值得一提的是，加油机要定期经过法定计量检定
机构检定 ,检定合格后在加油机上加贴国家统一规定
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后方可正常使用。 因此，加油时
一定要查看加油机显示面板上是否贴有强制检定合
格标志，并处于有效期内。 合肥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8 月 31 日后，全市所有在用并经检定合格
的强制管理计量器具，需在显著位置粘贴统一式样的
《强检合格证》标签；用于成品油销售的加油机经强制
检定合格后（含安装和修理后的检定以及周期检定），
需在加油机上加挂统一规定样式的《加油机计量监督
标牌》，加气机标牌样式与加油机一致。 “统一规范强
检标识，便于消费者识别强制管理计量器具的计量监
管状况。下一步，将针对此项工作落实情况开展督查，
对违规印制 、使用的单位和个人予以严肃查处 ，对此
项工作落实不力的单位予以通报。 ”

验光配镜的准确度事关青少年健康，眼镜计量器具
也是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 有关专家指
出， 眼镜验配计量器具包括用于验光的验光镜片组、综
合验光仪、角膜曲率计、用于测量眼镜片度数的焦度计
以及用于测量人眼瞳距的瞳距仪或瞳距尺。消费者到眼
镜店验光和配眼镜，应查看该店配备的计量器具是否齐
全，这些器具是否具有有效期内的检定合格证书。 如果
眼镜店使用了未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验光
和配镜的准确性和质量就无法保证，消费者应立即向市
场监管部门投诉和举报。

·消费提醒·

今年 5 月 20 日是第 22 个
“世界计量日”———

“剧本杀”热潮之下需冷静
■ 韩小乔

近日，关于“4 月剧本杀门店倒闭数量翻
倍”的话题冲上新浪微博热搜。 据闲置平台
数据显示，4 月平台上以“倒闭了”为理由转
卖剧本、道具、门店桌椅等剧本杀商品数量
较上月增长 110%，引发热议。

剧本杀是一种真人扮演的游戏， 玩家
通过分饰剧本中的角色， 大家围绕剧情展
开推理、还原人物关系，互动交流、探讨、交
换线索，共同揭开这个秘密或发现“凶手”。
近年来，剧本杀游戏凭借引人入胜的剧本、
“社交+沉浸 ”式的游戏体验 ，吸引越来越

多年轻人，也成为年轻人创业的热门项目。
艾媒咨询推测， 剧本杀行业市场规模将持
续壮大，预计 2021 年中国剧本杀行业市场
规模有望达到 170.2 亿元。 在二线城市，一
个剧本杀店的前期装修、人工、剧本采购等
成本基本在 20-30 万元，理想状态下，半年
到一年即可回本。巨大的市场、低成本入行
门槛，让一些年轻创业者误以为砸钱投资、
快速培训就能走上致富之路。

入局者众、出局者也多，剧本杀热闹的
背后暗藏危机。 一方面，经历野蛮生长，行业
竞争日益激烈，线下门店趋于饱和，客流量
逐渐被分散，从业者经营压力增大。 另一方

面，剧本杀属于低频次场景消费、高客单价，
一些门店的剧本和服务质量跟不上消费者

需求，难有回头客。 二线城市剧本杀线下门
店客单价通常在 60-120 元， 实景体验店甚
至高达几百块。 有网友吐槽：“主要是价格不
合理，本身那些剧本、道具制作成本价也不
高，大部分店只是提供一个场地。 ”

一场剧本杀体验的好坏 ， 剧本起到重
要作用。 市场上的剧本不仅存在打暴力色
情擦边球的内容，抄袭、盗版事件也频频发
生。购买一个盗版剧本，价格不到正版的一
半 ， 甚至在网上 ，10 块钱就能买到正版剧
本的压缩包。盗版猖獗，伤害了剧本创作市

场，进而言之，更令一些高价购买正版剧本
的店家面临经营困境。 缺乏相关法律规范
和有效监管，从业者维权困难，剧本原创空
间被挤压，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行业发展
受阻。

剧本杀热潮之下需冷静 。 种种迹象表
明，剧本杀市场已不是盲目跟风就会收益的
“香饽饽”。 如何打破现有困局、明确自身特
色、提升服务质量、提高消费者体验，是当下
想入局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只有摒弃赚快
钱、捞一笔的观念，认清风险，谨慎投资，脚
踏实地深耕行业， 才不会沦为靠二手平台
“转卖回本”的下场。 未来，可以通过革新游
戏玩法 ，引入 VR、AR 等先进技术 ，提高内
容线下服务实景化程度， 延伸剧本杀产业
链。对相关部门来说，应完善法律法规，加强
内容版权保护，引导建立更加专业化人才队
伍，营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为创
业者保驾护航，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每临夏季 ， 餐桌上总少不了一盘红彤彤的
小龙虾。近日，“你实现小龙虾自由了吗”的话题
在网络引发热议， 有调查显示近日不少地区小
龙虾价格“大跳水”。我省今年小龙虾市场如何？
消费者们能实现“小龙虾自由”吗？ 记者进行了
走访调查。

小龙虾全面上市，
“小青”价格明显走低

“老板，小龙虾怎么卖？ ”“大的 20 元、小的 8
元，包清洗和取虾线。 ”5 月 19 日上午，在合肥市
蜀山区一家农贸市场水产区里， 根据小龙虾个头
大小，商贩们以“小青”“大青”区分，正忙着回答顾
客、称重、戴着手套清理小龙虾等。 前来买小龙虾
的市民络绎不绝。

问起价格变化，摊主不约而同地表示，比前段
时间便宜一些。“清明前刚上市，当时价格很高，大
青每斤能卖到 30 多元。 现在便宜了，尤其是小青
很便宜， 生意也跟着变好了， 现在一天要卖出去
100 多斤。 ”摊主李玉生说。

价格的走低在批发环节也有所显露。 合肥周
谷堆市场信息员王萍告诉记者：“目前小龙虾日进
厂量约 30 吨，小青每斤 7-8 元，大青每斤 17-18
元。相比于去年同期，整体降价了 3-4 元。”她告诉
记者， 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 小龙虾价格整体偏
高，今年因为春季气温平稳，小龙虾长势好，上市
时间较往年提前，“春节过后，已有少量上市。到了
清明节前后，正式上市。 现阶段，正值高峰期。 ”

在更上游的养殖基地，情况如何？
在全椒县十字镇白子村， 最近迎来了一年中

最忙碌的时间段。 每天一大早，村民穿着胶靴、防
水裤，熟练地划着小船，撒网捕捞小龙虾。 岸边等
着的人将一只只挥舞大钳的小龙虾按照大小分拣
装箱，发往南京等地。 5 月 20 日，全椒银花家庭农
场负责人张银花告诉记者， 农场有 1000 多亩虾
田，现在每天要捕捞三四千斤。

关于价格变化，张银花坦言，自己感觉不是非
常明显。 “我们的小龙虾，按照 4 种规格来卖，2-3
钱大约 5 元/斤、4-6 钱大约 12 元/斤、6-7 钱大约
20 元/斤、最大的规格能卖到 25 元/斤。 ”她告诉记
者，市场上最常见的规格是 4-6 钱，也就是人们常
说的小青，“消费者们之所以觉得小龙虾便宜，可
能是小青的价格便宜了。 前期小青能卖到 14 元/
斤，现在大量上市，价格下滑比较明显。 ”

不过，记者走访了合肥市一些龙虾餐馆发现，
这种价格下滑并未体现。 一家老字号小龙虾店老
板告诉记者，自家的龙虾有稳定的供货基地，属于
订单养殖，价格比较固定，而且作为经营多年的老
字号，除了偶尔会做一些促销活动，不会随意更改
价格。 “店里小龙虾规格均达到 7 钱
以上， 大规格的通常量较
少，成本波动也比
较小。 ”

价格季节性下滑，整体仍呈缓慢攀升

“现阶段，吃小龙虾是最划算的。
再过段时间，价格肯定要抬头。 ”在采
访中，不少人如是说。 关于价格的走
低，大家普遍认为季节性因素是主要
原因。

据了解 ， 小龙虾属于季节性食
材，通常从 4 月下旬开始，湖北、安徽
等地小龙虾进入大量上市期；而随着
气温逐步升高，小龙虾退壳和生长速
度加快，出货量也随之增多，使得每
年 5 月和 6 月成了价格低谷期。

“这种低价预计会持续到 6 月中
旬。 到了 6 月底，需求多了，供给少
了，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王萍笑着
说，现阶段的确是“小龙虾自由”，但
长远来看，还要取决于供需情况。

为何低价会持续到 6 月中旬？ 与
龙虾的生长周期有关。 “要插秧了，龙
虾就得全部捞上来啊！ ”张银花告诉
记者，农场有超过一半的田采取稻虾
共作，“我省稻虾共作模式是主流养
虾模式。 最晚到 6 月中下旬，晚稻也
该插秧了，到时候龙虾捕捞也就基本
结束了。 ”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开展万亩示

范区、千亩示范片和国家级稻渔综合
种养示范基地创建活动，引导稻渔综
合种养科学发展，截至 2019 年，已创
建稻渔综合种养国家级示范区 14
个，居全国第二位。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来看 ，价格
季节性下滑；纵向来看，小龙虾价格
却逐年攀升。

“1998 年，小龙虾每公斤才 1 块
多，2000 年之后，价格开始涨起来了，
年年都涨， 基本上每年都要涨 1 元
多。 ”长丰县下塘龙虾协会会长赵本
文养了 20 多年的小龙虾， 对龙虾价
格的“发展史”了如指掌。 他认为，小
龙虾之所以涨价，主要还是因为越来
越受消费者青睐，“特别是青年人，吃
小龙虾已经成了夏天的标配。 ”

市场需求大 ， 也带来了小龙虾
养殖业的兴盛。赵本文告诉记者，长
丰县下塘镇的小龙虾养殖面积逐年
增加 ，“去年大约 1.5 万亩 ， 今年扩
大到了近 2 万亩， 预计今年将增产
3 成。 ”据了解，我省 2020 年小龙虾
养殖面积为 418.3 万亩 ， 今年超过
450 万亩。

﹃小小小
龙龙龙
虾虾虾
自
由
﹄吗

今
夏
能
实
现

�� 55 月 2211 日，， 全椒
县马厂镇方岗村村民

在收获小龙虾。。
本报通讯员 沈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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