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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数量连月下降，机构预计：

“金九”期间二手楼市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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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妈妈甩膘大作战

聚焦产后妈妈群体，绿瘦变型记助攻妈妈快乐“享瘦”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世间母亲总

是想给孩子最好的，但孕期为孩子储备

的脂肪，却不会随着宝宝的呱呱坠地一

同消失。“产后肥胖真的很苦恼，生个孩

子像变了个人……”“每天围着孩子转，

想要瘦身几乎不可能……”8 月 25 日，

在“快乐妈妈享瘦季-绿瘦甩膘大作战”

活动上，前来参加减脂塑形体验的产后

妈妈们纷纷发出感慨。 针对产后妈妈人

群，绿瘦健康产业集团品牌活动“绿瘦

变型记”联合妈妈网开展活动，为产后

妈妈们瘦出好身材助力，帮助产后妈妈

开展体重体态重塑计划。 当天活动现场

来了近百名为产后肥胖苦恼的妈妈，妈

妈们不仅参加了现场体脂测试、各种趣

味游戏，还学到了实用的减肥塑形小知

识。

妈妈网红人分享：

产后胖了30斤，瘦身“太难了”

活动一开始，自然卷、阮奶奶 Visasa

两名妈妈网红人妈妈开始“大倒苦水”，

分享自己产后瘦身的经历。 自然卷表

示，她尝试过减肥，用运动的方法进行：

“我产前体重 103 斤，产后 130 斤，由于

身材走样而崩溃大哭过。 尝试减肥，但

又屡屡受挫，意志力不坚定，且平时没

时间、没毅力、不专业，特别希望有人可

以拉我一把，给我一些减肥的专业指导

意见或鼓励。 ”

阮奶奶 Visasa 则表示， 跟很多妈妈

一样，她在生完大宝宝后，胖得一发不

可收拾，曾经尝试节食，但发现盲目节

食减肥并不可取。

因为产后肥胖而苦恼的两位红人

在此前均参加了“绿瘦变型记”体验。 她

们总结变型记体验的感受是“好吃好住

好健康”。 阮奶奶 Visasa 表示，绿瘦训练

营里的器材十分专业，住宿环境像度假

酒店， 健康减肥有专业教练的指导，生

活有管家式的服务，十分贴心：“每天的

营养餐加上有专业教练指导运动，让减

肥变得科学简单。 ”

“我觉得‘绿瘦变型记’不是个单纯

的减肥活动，入营后更加多是让产后妈

妈们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体

脂检测了解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定制个

性化减肥塑形课程，培养健康的饮食及

运动习惯，让减肥变得更适合自己。 ”

两位红人妈妈的分享，引起了台下

的产后妈妈们共鸣。 宝宝才 1 岁的王女

士表示，自己产后胖了 30 斤，现在一方

面是要顾及自身和宝宝的营养，另一方

面担心身材从此走样，面临身体和心理

双重压力，十分希望能得到专业的瘦身

指导。

活动现场：

“甩膘”小游戏唤醒沉睡的身体

除了有网红妈妈分享瘦身经历，活

动现场的瘦身小游戏也吸引了大批观

众踊跃参与。 在“甩膘拉锯战”游戏前，

摆放了两个拉伸器，体验的妈妈需要站

在拉伸器上面， 一边做拉伸的动作，一

边大声念出题目板上倒写的减肥短句。

只见不少妈妈由于平时缺乏运动，手弯

腰够到脚踝都十分困难。 张女士在艰难

地完成动作后表示，回家要立即多进行

锻炼。

在“转出小蛮腰”游戏区前，又给妈

妈们出了一道“难题”。 妈妈们需要站在

指压板上，一边转呼啦圈一边回答题目

板上的问题， 在 20 秒内答对题目且呼

啦圈不掉下来才算过关。“指压板和呼

啦圈都是平时家里常见的运动器材，设

置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就是提醒产后妈

妈们，可以利用有限的时间、场地和运

动器材，进行健康锻炼。 ”活动相关负责

人表示。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绿瘦品牌体验

区，参与活动的妈妈们对体重体态重塑

计划———“绿瘦变型记”十分感兴趣，有

不少甚至现场报了名。 据悉，“绿瘦变型

记” 是绿瘦健康产业集团独家打造，围

绕减脂减重、曲线塑型为目的，传递“以

科学管理体重”理念的体验活动，至今

已进行到第四季， 参与者均成功减重，

广受好评。 2018 年，中国跳水队与国内

体重管理品牌绿瘦集团牵手，共同推广

全民健身，传播健康理念。 2019 年绿瘦

变型记全面升级，以“运动+营养+服务”

为核心， 通过科学定制化的课程方案，

以及专业贴心的管家式服务，让消费者

亲身见证自己变瘦、变美、更有型、更健

康的蜕变过程。

绿瘦变型记“圈粉”：

影视、健身、时尚等领域达人点赞

从事新媒体行业、 每天至少坐班 8

小时、午饭是高盐高油的外卖……这是

职场达人朱女士体验“绿瘦变型记”之

前的生活写照。 通过在“绿瘦变型记”的

体脂检测发现，身高 160 厘米的朱女士

虽然体重只有 124 斤，但她的体脂数值

却高达 29.1。“绿瘦变型记”教练根据朱

女士的情况为她安排了 4 对 1 服务的

专属减脂塑形方案，从营养、运动、情绪

等方面提供体重管理指导，帮助她在短

短 7 天减重 4 斤，体脂指数也从 29.1 下

降到 28。

目前，“绿瘦变型记”已成功“圈粉”

包含中国跳水队在内超过 15 万名粉

丝， 更有超过 13000 名粉丝踊跃报名，

等待接受“变型”。

此前，一批跨领域的网红达人探营

“绿瘦变型记”后纷纷点赞，探营者包括

广东电视台常青剧《外来媳妇本地郎》

的演员康天庥、 抖音达人积极向上老

王、健身者的“圣经”《全球健身指南》的

小编等。 而即将远嫁德国的“暴走姐妹

花”火兔为了成为“完美新娘”，特地奔

赴绿瘦减肥训练营

（上海营 ）

参加为期

14 天的“绿瘦变型记”。她分享道：“虽说

看起来每天都是有氧和无氧的组合，但

在专业健身教练的科学合理安排下，每

天的课程又各有侧重，上了十几天课也

不会觉得闷。 而且还有营养师和酒店主

厨团队联手制作的彩虹减脂餐，优质蛋

白和膳食纤维均衡搭配，餐桌上有北极

贝、大虾、鲍鱼、牛排等美食，家里有钱

也吃不了这么好。 ”

目前， 众多网红大咖已相继在微

信、抖音和微博平台种草了“绿瘦变型

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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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莎琳）

据广州

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8 月份，广州全

市中介促成的二手住宅成交 4555 宗，

环比回落 8.64%； 中介促成占全部二手

住宅交易的 49.21%，环比降 61 个基点。

这是中介促成的二手住宅成交连续第 5

个月减少，加之“金九”临近，开发商备

货充足，在相当程度上将分流二手楼买

家，致使中介经理人对二手楼市后市信

心不足，调查数据显示，9 月经理人指数

环比大幅回落 1104 个基点至 41.10。

7 月份，国家再次强调“房住不炒”

的定位；房地产政策没有放松迹象。 受

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半年部分发展商资

金压力凸显，纷纷计划在“金九”传统旺

季大力促销，中介经理人预计近期二手

住宅市场大概率会持续走低。

据悉，广州楼市“330”政策已满两

年，市场上客源和房源数量都有较大幅

度的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开始出

现回暖迹象。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多数

银行住房贷款从申请到放贷一般需要

数月之久，周期的延长增加了交易的风

险。 由于个人住房贷款额度呈季节性下

降， 加之利率新政的不确定性影响，短

期内置业者的观望情绪仍较为浓厚。

广州智敏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洛溪

板块戟泽来认为， 目前广州市一手楼可选

择新货较多，开发商为回笼资金，除了在传

统销售旺季的“金九银十”期间备足货源外，

还推出“全民经纪人”的营销活动，各楼盘不

定时不定量推出特价单位促销冲刺业绩，

这在相当程度上消化了部分刚需客， 二手

房置业者以观望为主，整体成交较淡。

广州市英辉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东晓南板块李商表示，因二手住宅市场

不景气， 区域内部分业主心态再松动，

主动下调放盘价格，但多数报价仅微幅

下调 2%左右，吸引力不足，很多买家更

愿意再等一段时间。

朱女士在 “绿瘦

变型记 ” 接受运

动指导。

近百名产后妈妈们踊跃参与绿瘦

“甩膘”大作战。

两位红人妈

妈分享产后体重

管理心得和 “变

型”体验。

趣味小互动提醒产后妈妈利用有

限的时间和场地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