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
年货关键词：喜庆 吉利

“不管买什么 ， 包装一定要喜庆 ！”
这是在CBD打拼多年的白领张萌萌接受采
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张萌萌表示， 在这方面， 她可是有血
泪教训的。 话说几年前， 她第一次出国 ，
带回来了一盒岛国点心。 这盒点心， 用现
在的话说也是网红产品了。 因为正赶上过
年， 她就给老家的姥姥带了回去。 姥姥看
到她很高兴， 看到点心也没说什么， 直到
她兴高采烈地打开， 让姥姥尝了尝， 姥姥
才说了一句 ： “点心不错 ， 就是这盒子
……” 她这才注意到 ， 盒子包装比较朴
素， 大白底， 有个烫金的边， 平时看上去
干净雅致， 不过， 这过春节， 老人们都讲
究吉利， 所以就显得不太合适了。

“从那以后， 我就学乖了， 不管是给
姥姥买吃的 、 穿的 ， 还是用的 ， 能买红
的， 绝对不买粉的。 其实， 老人们什么都
不缺， 给他们送礼， 就是为了表达我们自
己的心意， 可那也得让他们高兴才是啊。”
张萌萌说。

购买指南： 糕点、 帽子、 衣服

父母
年货关键词：贴心

如果问父母过年回家给他们带点什
么 ， 一般都会说 ： 人回来就行 ， 不要礼
物 。 可是 ， 辛苦在外打拼了一年 ， 过年
了， 谁不想让父母也跟着开心开心呢。 其
实，给父母的礼物，最能体现孩子的细心和

贴心。 比如给饱受糖尿病困扰和美食诱惑
的妈妈买些无糖美食，比如给常年“地中海
发式”的爸爸买些生发产品或者来顶皮帽。

“带回家的这份礼物， 不在于价格多
少， 关键是能让他们从一个窗口， 享受一
下生活。” 在西城区工作的宫岩告诉记者，
“我妈有肩周炎， 之前， 每次看她拎起暖
壶倒水都有点费劲， 去年我无意中发现了
一种按压式的热水壶。 然后趁过年的时候
就给我妈买了一个 。 开始她还嫌我瞎花
钱， 说家里的水壶挺好的， 不用换， 可是
现在， 我看新水壶她已经用得挺溜的了 ，
我就放心了。”

“今年， 我打算给他们买个颈椎按摩
器。 这样， 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们也能做
做按摩， 放松一下。” 宫岩说。

购买指南 ： 健康用品 、 便捷生活用
品、 轻奢美妆产品

长辈
年货关键词：实惠 健康

“以前， 每年过年给长辈送礼， 我都
是 ‘老三样’， 给叔叔伯伯送烟、 酒、 茶，
给姑姑阿姨送米、 面、 油， 大家也都挺满
意。 但是今年， 我打算换换花样。” 王意
涵说。

王意涵的老家在山西晋城， 虽然她在
北京工作多年， 已经在这里安了家， 而且
把爸妈也都接了过来， 但还是习惯回老家
过年， “老家人多， 过年热闹。”

王意涵说， 他们家的人都实在， 所以
送的礼也都属于 “实惠型 ”。 可是去年 ，
她发现了一些新变化。 “去年， 表妹给我
们家的是红酒和进口水果， 受到了我们全
家的好评。 尤其是我爸妈。 我想了想， 可
能长辈们现在都上了年纪， 至少喝白酒已
经不如以前那么猛了， 但是红酒呢， 既可
以调节气氛， 又有保健的功效。 水果就更
不用说了， 维生素C含量高， 又美容又养

颜。 “我打算今年跟我表妹学学， 不
过我得跟她商量好， 东西不能给大家

送重了。” 她说。
购买指南： 进口水果、 茶、 米面油

孩子
年货关键词：健康 有趣

现在， 大多数人在养孩子这件事上绝
对比养自己要精心多了。 即便自己天天烟
酒不离手 ， 也想让孩子生活在健康 、 绿
色、 无任何污染的环境中， 所以给孩子的
新年礼物， 绝对不能搞些不健康的零食 、
损害视力的电子产品， 等等。

“过年， 我妈给我定的规矩是， 可以
不给长辈们买东西， 但是必须要给家里的
孩子们一人买一身新衣服。” 来自河北的
吴迪感叹说， 虽然他自己还是单身青年一
枚， 可是每到年前， 都要往童装店跑好几
趟。 “以前， 各种哥哥姐姐家的孩子只有
四五个， 自从二胎政策放开后， 已经有九
个了。”

吴迪告诉记者， 童装的尺码每家品牌
还不太一样 ， 很容易买大或者买小 。 但
是， 妈妈传授的经验是， 孩子的衣服， 宁
可买大， 也不能买小。 孩子长得快， 衣服
买大了也总有能穿的一天。 “买小了， 就
等着我哥、 我姐嘲笑我吧。”

“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买衣服， 现在
小朋友的偶像那么多， 比如佩奇 、 乔治 、
汪汪队、 巴克队长 （《小猪佩奇》 《汪汪
队立大功》 《海底小纵队》） 等等 ， 也有
很多玩具周边， 给孩子来一套， 他们肯定
更喜欢。” 吴迪说。

购买指南： 衣服、 玩具、 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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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
心获悉， 北京市自2018年12月25
日启动老年人肺炎球菌疫苗免费
接种项目以来， 截至2019年1月
21日 ， 全市已对5.7万65岁以上
的老年人接种了肺炎球菌疫苗。
为了更好地实施这项惠民工作，
全市实行预约接种的服务模式，
目前疫苗供应充足， 接种工作正
在有序进行。

老年人肺炎球菌疫苗免费接
种 项 目 是 什 么 项 目 ？ 免 费 接
种 有 截止日期吗 ？ 再过一段时
间是不是就不能打了？ 接种疫苗
必须预约吗？ 市疾控中心一一来
解答。

问： 肺炎球菌疫苗免费接种
是什么项目？

答： 这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为
促进老年朋友健康实施的又一项
惠民工程。 凡是具有北京户籍或
北京市社会保障卡， 接种当天年
满65周岁， 没有接种禁忌的老年
朋友都可以免费接种1剂23价肺
炎球菌多糖疫苗。

问：免费接种有截止日期吗？
答： 这是常年开展的接种工

作， 没有截止日期。 肺炎球菌疫
苗免费接种门诊会定期开展接种
服务。

问： 去哪里接种免费肺炎球
菌疫苗？

答： 全市有400多家免疫规
划门诊可以为老年人接种免费肺
炎球菌疫苗。 具体的接种门诊名
单， 可拨打12320热线电话查询，
或者登陆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北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网站
查询， 也可以通过北京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微博、 微信公众号查
看。 每个门诊的详细地址、 联系
电话、 接种时间和预约方式都可
以查到。

问： 接种疫苗必须预约吗？
答： 预约是为了保证接种门

诊向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提供安
全、 有序、 优质的接种服务， 防
止出现人多拥挤等情况。 所以，
老年朋友去接种门诊之前， 先打
电话了解一下， 遵照门诊安排的
时间前往接种 ， 以免多跑冤枉
路、 长时间排队等候。

问 ： 现在接种门诊人特别
多， 我不想排大队， 过一段时间
再来打， 还能打吗？

答： 当然可以。 这是常年开
展的免费项目 。 早接种和晚接
种 ， 享受的接种服务都是一样
的， 疫苗也是一样的。 最好避开
现在这个刚刚开始实施免费接种
政策特别拥挤的时间段， 按照接
种点预约的时间前去接种。

问： 都说流感疫苗打晚了就
不管用了， 肺炎球菌疫苗是不是
也这样？

答： 不一样。 流感疫苗具有
很强的季节性， 需要在流感流行
高峰前完成接种 ， 在北京就是
9-11月份接种效果最好 。 但是
肺炎球菌疫苗没有这种季节性要
求， 全年都可以接种， 哪个月份
去接种都可以。

北京65岁以上老人
免费接种肺炎疫苗
疾控中心热点问题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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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
年货关键词：喜庆 吉利

“不管买什么 ， 包装一定要喜庆 ！”
这是在CBD打拼多年的白领张萌萌接受采
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张萌萌表示， 在这方面， 她可是有血
泪教训的。 话说几年前， 她第一次出国 ，
带回来了一盒岛国点心。 这盒点心， 用现
在的话说也是网红产品了。 因为正赶上过
年， 她就给老家的姥姥带了回去。 姥姥看
到她很高兴， 看到点心也没说什么， 直到
她兴高采烈地打开， 让姥姥尝了尝， 姥姥
才说了一句 ： “点心不错 ， 就是这盒子
……” 她这才注意到 ， 盒子包装比较朴
素， 大白底， 有个烫金的边， 平时看上去
干净雅致， 不过， 这过春节， 老人们都讲
究吉利， 所以就显得不太合适了。

“从那以后， 我就学乖了， 不管是给
姥姥买吃的 、 穿的 ， 还是用的 ， 能买红
的， 绝对不买粉的。 其实， 老人们什么都
不缺， 给他们送礼， 就是为了表达我们自
己的心意， 可那也得让他们高兴才是啊。”
张萌萌说。

购买指南： 糕点、 帽子、 衣服

父母
年货关键词：贴心

如果问父母过年回家给他们带点什
么 ， 一般都会说 ： 人回来就行 ， 不要礼
物 。 可是 ， 辛苦在外打拼了一年 ， 过年
了， 谁不想让父母也跟着开心开心呢。 其
实，给父母的礼物，最能体现孩子的细心和

贴心。 比如给饱受糖尿病困扰和美食诱惑
的妈妈买些无糖美食，比如给常年“地中海
发式”的爸爸买些生发产品或者来顶皮帽。

“带回家的这份礼物， 不在于价格多
少， 关键是能让他们从一个窗口， 享受一
下生活。” 在西城区工作的宫岩告诉记者，
“我妈有肩周炎， 之前， 每次看她拎起暖
壶倒水都有点费劲， 去年我无意中发现了
一种按压式的热水壶。 然后趁过年的时候
就给我妈买了一个 。 开始她还嫌我瞎花
钱， 说家里的水壶挺好的， 不用换， 可是
现在， 我看新水壶她已经用得挺溜的了 ，
我就放心了。”

“今年， 我打算给他们买个颈椎按摩
器。 这样， 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们也能做
做按摩， 放松一下。” 宫岩说。

购买指南 ： 健康用品 、 便捷生活用
品、 轻奢美妆产品

长辈
年货关键词：实惠 健康

“以前， 每年过年给长辈送礼， 我都
是 ‘老三样’， 给叔叔伯伯送烟、 酒、 茶，
给姑姑阿姨送米、 面、 油， 大家也都挺满
意。 但是今年， 我打算换换花样。” 王意
涵说。

王意涵的老家在山西晋城， 虽然她在
北京工作多年， 已经在这里安了家， 而且
把爸妈也都接了过来， 但还是习惯回老家
过年， “老家人多， 过年热闹。”

王意涵说， 他们家的人都实在， 所以
送的礼也都属于 “实惠型 ”。 可是去年 ，
她发现了一些新变化。 “去年， 表妹给我
们家的是红酒和进口水果， 受到了我们全
家的好评。 尤其是我爸妈。 我想了想， 可
能长辈们现在都上了年纪， 至少喝白酒已
经不如以前那么猛了， 但是红酒呢， 既可
以调节气氛， 又有保健的功效。 水果就更
不用说了， 维生素C含量高， 又美容又养

颜。 “我打算今年跟我表妹学学， 不
过我得跟她商量好， 东西不能给大家

送重了。” 她说。
购买指南： 进口水果、 茶、 米面油

孩子
年货关键词：健康 有趣

现在， 大多数人在养孩子这件事上绝
对比养自己要精心多了。 即便自己天天烟
酒不离手 ， 也想让孩子生活在健康 、 绿
色、 无任何污染的环境中， 所以给孩子的
新年礼物， 绝对不能搞些不健康的零食 、
损害视力的电子产品， 等等。

“过年， 我妈给我定的规矩是， 可以
不给长辈们买东西， 但是必须要给家里的
孩子们一人买一身新衣服。” 来自河北的
吴迪感叹说， 虽然他自己还是单身青年一
枚， 可是每到年前， 都要往童装店跑好几
趟。 “以前， 各种哥哥姐姐家的孩子只有
四五个， 自从二胎政策放开后， 已经有九
个了。”

吴迪告诉记者， 童装的尺码每家品牌
还不太一样 ， 很容易买大或者买小 。 但
是， 妈妈传授的经验是， 孩子的衣服， 宁
可买大， 也不能买小。 孩子长得快， 衣服
买大了也总有能穿的一天。 “买小了， 就
等着我哥、 我姐嘲笑我吧。”

“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买衣服， 现在
小朋友的偶像那么多， 比如佩奇 、 乔治 、
汪汪队、 巴克队长 （《小猪佩奇》 《汪汪
队立大功》 《海底小纵队》） 等等 ， 也有
很多玩具周边， 给孩子来一套， 他们肯定
更喜欢。” 吴迪说。

购买指南： 衣服、 玩具、 绘本

老人
年货关键词：喜庆 吉利

“不管买什么 ， 包装一定要喜庆 ！”
这是在CBD打拼多年的白领张萌萌接受采
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张萌萌表示， 在这方面， 她可是有血
泪教训的。 话说几年前， 她第一次出国 ，
带回来了一盒岛国点心。 这盒点心， 用现
在的话说也是网红产品了。 因为正赶上过
年， 她就给老家的姥姥带了回去。 姥姥看
到她很高兴， 看到点心也没说什么， 直到
她兴高采烈地打开， 让姥姥尝了尝， 姥姥
才说了一句 ： “点心不错 ， 就是这盒子
……” 她这才注意到 ， 盒子包装比较朴
素， 大白底， 有个烫金的边， 平时看上去
干净雅致， 不过， 这过春节， 老人们都讲
究吉利， 所以就显得不太合适了。

“从那以后， 我就学乖了， 不管是给
姥姥买吃的 、 穿的 ， 还是用的 ， 能买红
的， 绝对不买粉的。 其实， 老人们什么都
不缺， 给他们送礼， 就是为了表达我们自
己的心意， 可那也得让他们高兴才是啊。”
张萌萌说。

购买指南： 糕点、 帽子、 衣服

父母
年货关键词：贴心

如果问父母过年回家给他们带点什
么 ， 一般都会说 ： 人回来就行 ， 不要礼
物 。 可是 ， 辛苦在外打拼了一年 ， 过年
了， 谁不想让父母也跟着开心开心呢。 其
实，给父母的礼物，最能体现孩子的细心和

贴心。 比如给饱受糖尿病困扰和美食诱惑
的妈妈买些无糖美食，比如给常年“地中海
发式”的爸爸买些生发产品或者来顶皮帽。

“带回家的这份礼物， 不在于价格多
少， 关键是能让他们从一个窗口， 享受一
下生活。” 在西城区工作的宫岩告诉记者，
“我妈有肩周炎， 之前， 每次看她拎起暖
壶倒水都有点费劲， 去年我无意中发现了
一种按压式的热水壶。 然后趁过年的时候
就给我妈买了一个 。 开始她还嫌我瞎花
钱， 说家里的水壶挺好的， 不用换， 可是
现在， 我看新水壶她已经用得挺溜的了 ，
我就放心了。”

“今年， 我打算给他们买个颈椎按摩
器。 这样， 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们也能做
做按摩， 放松一下。” 宫岩说。

购买指南 ： 健康用品 、 便捷生活用
品、 轻奢美妆产品

长辈
年货关键词：实惠 健康

“以前， 每年过年给长辈送礼， 我都
是 ‘老三样’， 给叔叔伯伯送烟、 酒、 茶，
给姑姑阿姨送米、 面、 油， 大家也都挺满
意。 但是今年， 我打算换换花样。” 王意
涵说。

王意涵的老家在山西晋城， 虽然她在
北京工作多年， 已经在这里安了家， 而且
把爸妈也都接了过来， 但还是习惯回老家
过年， “老家人多， 过年热闹。”

王意涵说， 他们家的人都实在， 所以
送的礼也都属于 “实惠型 ”。 可是去年 ，
她发现了一些新变化。 “去年， 表妹给我
们家的是红酒和进口水果， 受到了我们全
家的好评。 尤其是我爸妈。 我想了想， 可
能长辈们现在都上了年纪， 至少喝白酒已
经不如以前那么猛了， 但是红酒呢， 既可
以调节气氛， 又有保健的功效。 水果就更
不用说了， 维生素C含量高， 又美容又养

颜。 “我打算今年跟我表妹学学， 不
过我得跟她商量好， 东西不能给大家

送重了。” 她说。
购买指南： 进口水果、 茶、 米面油

孩子
年货关键词：健康 有趣

现在， 大多数人在养孩子这件事上绝
对比养自己要精心多了。 即便自己天天烟
酒不离手 ， 也想让孩子生活在健康 、 绿
色、 无任何污染的环境中， 所以给孩子的
新年礼物， 绝对不能搞些不健康的零食 、
损害视力的电子产品， 等等。

“过年， 我妈给我定的规矩是， 可以
不给长辈们买东西， 但是必须要给家里的
孩子们一人买一身新衣服。” 来自河北的
吴迪感叹说， 虽然他自己还是单身青年一
枚， 可是每到年前， 都要往童装店跑好几
趟。 “以前， 各种哥哥姐姐家的孩子只有
四五个， 自从二胎政策放开后， 已经有九
个了。”

吴迪告诉记者， 童装的尺码每家品牌
还不太一样 ， 很容易买大或者买小 。 但
是， 妈妈传授的经验是， 孩子的衣服， 宁
可买大， 也不能买小。 孩子长得快， 衣服
买大了也总有能穿的一天。 “买小了， 就
等着我哥、 我姐嘲笑我吧。”

“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买衣服， 现在
小朋友的偶像那么多， 比如佩奇 、 乔治 、
汪汪队、 巴克队长 （《小猪佩奇》 《汪汪
队立大功》 《海底小纵队》） 等等 ， 也有
很多玩具周边， 给孩子来一套， 他们肯定
更喜欢。” 吴迪说。

购买指南： 衣服、 玩具、 绘本

老人
年货关键词：喜庆 吉利

“不管买什么 ， 包装一定要喜庆 ！”
这是在CBD打拼多年的白领张萌萌接受采
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张萌萌表示， 在这方面， 她可是有血
泪教训的。 话说几年前， 她第一次出国 ，
带回来了一盒岛国点心。 这盒点心， 用现
在的话说也是网红产品了。 因为正赶上过
年， 她就给老家的姥姥带了回去。 姥姥看
到她很高兴， 看到点心也没说什么， 直到
她兴高采烈地打开， 让姥姥尝了尝， 姥姥
才说了一句 ： “点心不错 ， 就是这盒子
……” 她这才注意到 ， 盒子包装比较朴
素， 大白底， 有个烫金的边， 平时看上去
干净雅致， 不过， 这过春节， 老人们都讲
究吉利， 所以就显得不太合适了。

“从那以后， 我就学乖了， 不管是给
姥姥买吃的 、 穿的 ， 还是用的 ， 能买红
的， 绝对不买粉的。 其实， 老人们什么都
不缺， 给他们送礼， 就是为了表达我们自
己的心意， 可那也得让他们高兴才是啊。”
张萌萌说。

购买指南： 糕点、 帽子、 衣服

父母
年货关键词：贴心

如果问父母过年回家给他们带点什
么 ， 一般都会说 ： 人回来就行 ， 不要礼
物 。 可是 ， 辛苦在外打拼了一年 ， 过年
了， 谁不想让父母也跟着开心开心呢。 其
实，给父母的礼物，最能体现孩子的细心和

贴心。 比如给饱受糖尿病困扰和美食诱惑
的妈妈买些无糖美食，比如给常年“地中海
发式”的爸爸买些生发产品或者来顶皮帽。

“带回家的这份礼物， 不在于价格多
少， 关键是能让他们从一个窗口， 享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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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有肩周炎， 之前， 每次看她拎起暖
壶倒水都有点费劲， 去年我无意中发现了
一种按压式的热水壶。 然后趁过年的时候
就给我妈买了一个 。 开始她还嫌我瞎花
钱， 说家里的水壶挺好的， 不用换， 可是
现在， 我看新水壶她已经用得挺溜的了 ，
我就放心了。”

“今年， 我打算给他们买个颈椎按摩
器。 这样， 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们也能做
做按摩， 放松一下。” 宫岩说。

购买指南 ： 健康用品 、 便捷生活用
品、 轻奢美妆产品

长辈
年货关键词：实惠 健康

“以前， 每年过年给长辈送礼， 我都
是 ‘老三样’， 给叔叔伯伯送烟、 酒、 茶，
给姑姑阿姨送米、 面、 油， 大家也都挺满
意。 但是今年， 我打算换换花样。” 王意
涵说。

王意涵的老家在山西晋城， 虽然她在
北京工作多年， 已经在这里安了家， 而且
把爸妈也都接了过来， 但还是习惯回老家
过年， “老家人多， 过年热闹。”

王意涵说， 他们家的人都实在， 所以
送的礼也都属于 “实惠型 ”。 可是去年 ，
她发现了一些新变化。 “去年， 表妹给我
们家的是红酒和进口水果， 受到了我们全
家的好评。 尤其是我爸妈。 我想了想， 可
能长辈们现在都上了年纪， 至少喝白酒已
经不如以前那么猛了， 但是红酒呢， 既可
以调节气氛， 又有保健的功效。 水果就更
不用说了， 维生素C含量高， 又美容又养

颜。 “我打算今年跟我表妹学学， 不
过我得跟她商量好， 东西不能给大家

送重了。” 她说。
购买指南： 进口水果、 茶、 米面油

孩子
年货关键词：健康 有趣

现在， 大多数人在养孩子这件事上绝
对比养自己要精心多了。 即便自己天天烟
酒不离手 ， 也想让孩子生活在健康 、 绿
色、 无任何污染的环境中， 所以给孩子的
新年礼物， 绝对不能搞些不健康的零食 、
损害视力的电子产品， 等等。

“过年， 我妈给我定的规矩是， 可以
不给长辈们买东西， 但是必须要给家里的
孩子们一人买一身新衣服。” 来自河北的
吴迪感叹说， 虽然他自己还是单身青年一
枚， 可是每到年前， 都要往童装店跑好几
趟。 “以前， 各种哥哥姐姐家的孩子只有
四五个， 自从二胎政策放开后， 已经有九
个了。”

吴迪告诉记者， 童装的尺码每家品牌
还不太一样 ， 很容易买大或者买小 。 但
是， 妈妈传授的经验是， 孩子的衣服， 宁
可买大， 也不能买小。 孩子长得快， 衣服
买大了也总有能穿的一天。 “买小了， 就
等着我哥、 我姐嘲笑我吧。”

“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买衣服， 现在
小朋友的偶像那么多， 比如佩奇 、 乔治 、
汪汪队、 巴克队长 （《小猪佩奇》 《汪汪
队立大功》 《海底小纵队》） 等等 ， 也有
很多玩具周边， 给孩子来一套， 他们肯定
更喜欢。” 吴迪说。

购买指南： 衣服、 玩具、 绘本

老人
年货关键词：喜庆 吉利

“不管买什么 ， 包装一定要喜庆 ！”
这是在CBD打拼多年的白领张萌萌接受采
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张萌萌表示， 在这方面， 她可是有血
泪教训的。 话说几年前， 她第一次出国 ，
带回来了一盒岛国点心。 这盒点心， 用现
在的话说也是网红产品了。 因为正赶上过
年， 她就给老家的姥姥带了回去。 姥姥看
到她很高兴， 看到点心也没说什么， 直到
她兴高采烈地打开， 让姥姥尝了尝， 姥姥
才说了一句 ： “点心不错 ， 就是这盒子
……” 她这才注意到 ， 盒子包装比较朴
素， 大白底， 有个烫金的边， 平时看上去
干净雅致， 不过， 这过春节， 老人们都讲
究吉利， 所以就显得不太合适了。

“从那以后， 我就学乖了， 不管是给
姥姥买吃的 、 穿的 ， 还是用的 ， 能买红
的， 绝对不买粉的。 其实， 老人们什么都
不缺， 给他们送礼， 就是为了表达我们自
己的心意， 可那也得让他们高兴才是啊。”
张萌萌说。

购买指南： 糕点、 帽子、 衣服

父母
年货关键词：贴心

如果问父母过年回家给他们带点什
么 ， 一般都会说 ： 人回来就行 ， 不要礼
物 。 可是 ， 辛苦在外打拼了一年 ， 过年
了， 谁不想让父母也跟着开心开心呢。 其
实，给父母的礼物，最能体现孩子的细心和

贴心。 比如给饱受糖尿病困扰和美食诱惑
的妈妈买些无糖美食，比如给常年“地中海
发式”的爸爸买些生发产品或者来顶皮帽。

“带回家的这份礼物， 不在于价格多
少， 关键是能让他们从一个窗口， 享受一
下生活。” 在西城区工作的宫岩告诉记者，
“我妈有肩周炎， 之前， 每次看她拎起暖
壶倒水都有点费劲， 去年我无意中发现了
一种按压式的热水壶。 然后趁过年的时候
就给我妈买了一个 。 开始她还嫌我瞎花
钱， 说家里的水壶挺好的， 不用换， 可是
现在， 我看新水壶她已经用得挺溜的了 ，
我就放心了。”

“今年， 我打算给他们买个颈椎按摩
器。 这样， 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们也能做
做按摩， 放松一下。” 宫岩说。

购买指南 ： 健康用品 、 便捷生活用
品、 轻奢美妆产品

长辈
年货关键词：实惠 健康

“以前， 每年过年给长辈送礼， 我都
是 ‘老三样’， 给叔叔伯伯送烟、 酒、 茶，
给姑姑阿姨送米、 面、 油， 大家也都挺满
意。 但是今年， 我打算换换花样。” 王意
涵说。

王意涵的老家在山西晋城， 虽然她在
北京工作多年， 已经在这里安了家， 而且
把爸妈也都接了过来， 但还是习惯回老家
过年， “老家人多， 过年热闹。”

王意涵说， 他们家的人都实在， 所以
送的礼也都属于 “实惠型 ”。 可是去年 ，
她发现了一些新变化。 “去年， 表妹给我
们家的是红酒和进口水果， 受到了我们全
家的好评。 尤其是我爸妈。 我想了想， 可
能长辈们现在都上了年纪， 至少喝白酒已
经不如以前那么猛了， 但是红酒呢， 既可
以调节气氛， 又有保健的功效。 水果就更
不用说了， 维生素C含量高， 又美容又养

颜。 “我打算今年跟我表妹学学， 不
过我得跟她商量好， 东西不能给大家

送重了。” 她说。
购买指南： 进口水果、 茶、 米面油

孩子
年货关键词：健康 有趣

现在， 大多数人在养孩子这件事上绝
对比养自己要精心多了。 即便自己天天烟
酒不离手 ， 也想让孩子生活在健康 、 绿
色、 无任何污染的环境中， 所以给孩子的
新年礼物， 绝对不能搞些不健康的零食 、
损害视力的电子产品， 等等。

“过年， 我妈给我定的规矩是， 可以
不给长辈们买东西， 但是必须要给家里的
孩子们一人买一身新衣服。” 来自河北的
吴迪感叹说， 虽然他自己还是单身青年一
枚， 可是每到年前， 都要往童装店跑好几
趟。 “以前， 各种哥哥姐姐家的孩子只有
四五个， 自从二胎政策放开后， 已经有九
个了。”

吴迪告诉记者， 童装的尺码每家品牌
还不太一样 ， 很容易买大或者买小 。 但
是， 妈妈传授的经验是， 孩子的衣服， 宁
可买大， 也不能买小。 孩子长得快， 衣服
买大了也总有能穿的一天。 “买小了， 就
等着我哥、 我姐嘲笑我吧。”

“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买衣服， 现在
小朋友的偶像那么多， 比如佩奇 、 乔治 、
汪汪队、 巴克队长 （《小猪佩奇》 《汪汪
队立大功》 《海底小纵队》） 等等 ， 也有
很多玩具周边， 给孩子来一套， 他们肯定
更喜欢。” 吴迪说。

购买指南： 衣服、 玩具、 绘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