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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后儿童运动用品火了

一批新兴体育运动项目成为新流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赵诗晴）

不少年

轻的爱书者对纸质书高居不下的价格产

生过困扰， 现时许多新近出版的精装书

籍价格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元， 哪怕趁活

动打折，买个三四本也得上百元，这对于

一些囊中羞涩的学生人群， 不可谓不肉

疼。其实，有一种更加经济实惠的购书方

式———通过二手书购买网购书， 不少书

籍价格可降低一半以上。

价格可降低一半以上

以图书《大师与玛格丽特》为例，淘

宝搜索当当网的折后价为 34 元，而通过

二手书购买平台“孔夫子旧书网”

（下称

孔网）

搜到的同译者版本不过 13 元，几

乎只有前者的三分之一。无独有偶，淘宝

的精装新版《洛丽塔》价格近 30 元，而记

者通过孔网购得的旧版《洛丽塔》只需 5

元。

一般而言，年代越久的书籍越便宜，

如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碧奴》、《米》、

《妻妾成群》等，价格都不超过 4 元，而其

中任何一本的精装新版，售价大都在 20

元以上。

适合重内容轻装帧的购书者

众所周知， 如今书籍的用途已并非

仅限阅读， 对于重视书籍装饰价值及美

观程度的购书者， 二手书籍也许不是好

选择， 但针对以获取书籍内容为主的购

书者， 花同样的价格能买到两三倍的书

籍，何乐而不为。

旧书爱好者猹猹向记者透露：“今年

4 月我买了 26 本书， 只花了 200 元，平

均下来一本不到 10 元钱。 可以大胆买，

不心疼，甚至有种捡便宜的快感。 ”问及

书籍质量， 她表示：“旧书不过是纸张黄

旧点，印刷、排版、装订都无问题。但旧书

那种厚重的质感， 我认为是新书不具备

的。 另外，对于一些中译小说，还可能淘

到一些已经绝版的译本， 比如于晓丹翻

译的《洛丽塔》，现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

了，对于喜欢这个版本的人，真是一种意

外惊喜。 ”

同为爱好者的小鹿告诉记者：“很多

人对旧书有一种脏乱差的刻板印象，其

实大多数能流通的旧书的书页都平整干

净，除了颜色黄点、封面没那么好看，跟

新书也没什么太大差别。”有时候甚至能

淘到跟精装书一模一样的宝藏，她举例，

“我 10 元买到的正版《霍乱时期的爱

情》，价格大概只有新书三分之一，但是

书皮书封一应俱全， 摆在架上也很好

看。”可见，对于重视内容的购书者，购买

旧书不啻为一项优选。

哪里有“白菜价”书籍可淘？

说到这里， 有些爱好者可能已经蠢

蠢欲动了：旧书好，可是旧书哪里买呢？

记者搜集了一些正规靠谱平台供参考。

孔夫子旧书网：通称“孔网”，乃全国

最大的二手书交易平台，能够淘到绝版、

考古、 珍藏书等市面上难寻的书籍。 有

App 上架应用商店， 交易模式与淘宝类

似，确认收货后才真正付款，切实保障消

费者权益。

中图网：通过搜索“中图网”公众号

可进入，大多为尾货及有小瑕疵的新书，

价格非常具备优势， 有爱好者总结它的

运行模式，为“以低价收购各大出版社的

大量图书尾货然后再以特价卖给终端消

费者”。

书袋熊： 同样通过微信小程序可进

入，为新华书店旗下店铺，二手书种类繁

多，如童书绘本、教辅教参、畅销流行等，

价格优惠，设置有“十元专区”，出售大量

不到十元的“白菜价”书籍。

旧书街：通过下载 App 使用，主要

面向各大高校人群， 成为卖家必须填写

毕业院校，有大量旧教材、旧文献等学术

资料，其中一些还带有课堂笔记。

豆瓣小组：豆瓣“买书如山倒，读书

如抽丝”小组设置有“求购转让”专区，不

少读友在此出售旧书， 特点是书籍保存

好、成色新、卖相佳，但需要注意蹲等，否

则很容易抢不到。 针对不同城市也有不

同二手书交易小组， 如“上海二手书交

易”小组、“北京二手书胡同”小组，支持

同城交易，买卖书更放心、更方便。

还在重金买书？ 其实有“白菜价”书籍可淘———

老书虫教你如何五块入手一本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双减”

后，孩子们的作业少了，课外培训班也少

了，那么，多出来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答

案是：去“野蛮其体魄”了。

近日，信息时报大牌场 BIG 公号联

合本地著名咨询机构艾媒咨询做了一次

调研， 通过网络问卷随机访问了 500 名

消费者， 并调查了一些体育用品公司的

销售情况，综合多渠道的数据，得出一份

《2021 年“双减”后儿童体育用品消费报

告》（下简称“艾媒报告”）。 艾媒报告显

示， 双减后超过半数的受访儿童平均每

天锻炼时间超过一小时。 儿童体育锻炼

时间增长的背后， 则是儿童体育用品销

量飞涨， 这也让不少国产体育品牌从中

受惠。

数据还显示， 在双减后除了学习羽

毛球、 足球、 篮球等传统项目明显增加

外， 更多新兴的儿童体育活动也开始进

入家长们的视野，比如露营、垂钓、马术、

射箭等。

儿童运动时间明显增加

多去锻炼少上补习班，是“双减”政

策落地后不少家庭的共识。 从“艾媒报

告”的 9 月调研数据来看，双减后超过半

数的受访儿童（56.0%）平均每天锻炼时

长能够达到 1 小时以上， 受访父母带孩

子参加体育活动的次数也明显增多

（42.3%）。

哪些体育活动最受欢迎？ 我们可以

从产品消费数量中反推。 根据天猫方面

提供资料，不仅跑步鞋、足球鞋、篮球鞋

卖得好，网球鞋销量也增长了 150%。 艾

媒报告显示，羽毛球、篮球是“双减”后消

费最多的体育器材品类， 运动鞋服的消

费人数占比超过 85%。

国产运动品牌受益

在不同类型儿童用品消费的横向对

比中， 艾媒报告显示，66.4%的受访者表

示， 花费在儿童体育用品上的费用在

500-2000 元之间。 40.5%的受访消费者

表示， 儿童体育用品都是从线下运动品

牌专卖店进行购买的。

不论是天猫的数据还是艾媒报告，

都显示体育用品， 尤其是国产体育用品

成为了大赢家。

从天猫在开学季汇总的一份数据来

看，李宁、特步、鸿星尔克等国产运动品

牌开学季成交同比去年翻倍。 新品牌

Moody Tiger 在此期间卖火了打底裤、

瑜伽裤，入驻天猫仅 3 年，今年成交额有

望破亿。

而艾媒报告显示，“双减” 后在儿童

体育用品消费中， 国产品牌受青睐度远

高于国外品牌受青睐度。其中，选择李宁

品牌的消费者占比达到 51.9%， 其次为

安踏（48.6%）、特步（36.8%）。 选择耐克、

阿迪达斯等国外品牌的消费者比例分别

为 30.9%、24.4%， 较国产品牌占比低约

20%。

新兴体育运动崛起

有趣的是，除了传统项目以外，一批

新兴儿童体育运动项目成为新流行。 比

如天猫数据显示， 儿童瑜伽服销量涨了

20 倍，露营、滑板、垂钓、滑雪、射箭等也

跻身儿童户外热搜之列。

艾媒报告也显示， 想要购买儿童球

类体育用品的受访消费者占比最高，达

到 60.8%，这也表明，球类运动依然是最

为普遍的儿童体育运动。 此外，溜冰鞋、

呼啦圈、瑜伽、露营装备等新式体育用品

受欢迎度也相对较高。

“以前的周末，都是在带孩子从一个

培训班奔赴下一个培训班。 这学期开始

的第一个周末， 我们就带上了鱼竿、帐

篷， 一家人一起去露营， 孩子玩得很开

心”。 80 后爸爸周立如此表示：“我小时

候放学了就去玩弹珠、捉泥鳅，现在也很

想带孩子去感受大自然。 ”

记者另一位朋友就表示， 他热衷于

带小孩子去学习“骑马”，几乎每周都会

去。 目前，记者在大众点评上搜索“广州

骑马”，能找到 809 个搜索结果，搜索“骑

马儿童”也能找到 112 个搜索结果。搜索

结果显示，东至广州奥体优托邦，西至荔

湾区悦汇城，南至番禺四海城，都有相关

骑马服务。 在广州西门口地铁站附近的

一家“马术学院”，记者看到，其马术体育

课大约 238 元到 300 元一节。 根据艾媒

报告 ， 马术用品的消费意愿已达到

12.8%。

显然，儿童普遍具有好奇求新心理，

因而新式体育用品的未来市场潜力值得

期待。

从 二 手

书购买网购买

的书籍。

信息时报记者

赵诗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