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丹阳网事2019年9月2日 星期一
编辑：周娜 组版：孔美霞 校对：姚磊

99月最月最““烧烧””钱的几件事钱的几件事
丹阳网民丹阳网民：：算完扎心了……算完扎心了……

转眼间，9月已来临。熊孩子终于上学
了，中秋节就要到来，国庆长假也不远了
……似乎一大波好消息在迎接我们。是不
是很开心？先别激动，这个月，也很考验
我们的钱包。最近，记者已经看到有网友
开始在朋友圈哀叹“九月才开始，几个月
工资没了”。有这么夸张吗？不如今天我们
就一起来算算这笔经济账吧。

今天，我市中小学生结
束漫长的暑假，开始了新的
学期。面对孩子的新阶段，
家长们无不重视，纷纷慷慨
购置各种开学装备，于是开
学季演变成了“烧钱季”，家
庭的小金库也开始了“甜蜜
的负担”。

为了让孩子以最好的面
貌迎接新学期，微友“zhu
燕”做好充足的准备，在这段
时间为孩子购买了学习用品
以及电子产品。在她的朋友
圈里，就有一张孩子开学期
间的消费清单：服饰鞋帽
800元、书包文具 500元、电
子手表 800 元、学习机 600
元、英语培训班 3600 元、美
术培训班 1500 元……“zhu
燕”在留言区吐槽说，“不算
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
学季简直就是‘烧钱季’啊，
深深觉得钱跟纸片儿似的，

已经搭进去两个月工资了。”
与中小学生相比，大学

生们开学花销更多。首当其
冲的就是手机和电脑等电子
装备，光是这两样，动辄就要
花到上万元，还有手表、生活
用品等。不少家长表示，这
些花销，已让他们感到经济
压力。

微友“海蓝蓝”：我女儿
今年上大学，拉杆箱 800元、
手机 5000元、电脑 6000元，
学费、生活费、日用品……杂
七杂八的费用，一起花了近
3 万元。她同学也都差不
多，现在的孩子真的是有点
不知道钱来之不易啊。

微友“莫问一生”：小孩
开个学，我花了好几万，从宴
请亲友开始，再到开学的手
机、箱包、衣服、学费，还缺个
平板电脑，下个学期再买。
没有办法啊!

花销一：开学装备
烧钱指数：★★★★★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
了，节日的氛围也逐渐浓
厚。说到中秋节，很多人脑
海里会浮现“月饼”“团聚”

“吃喝”等等字眼。不过，“送
礼”也是中秋节一个特殊的
文化符号。

离“中秋”虽然还有一个
多星期，微友“异想天开”已
开始为这份“中秋礼单”纠结
了。“以前光棍的时候，中秋
节最大的事情就是买火车票
回家，现在有了家庭就得开
始打点与家人、亲戚间的关
系，估计有十余份礼要送
出。”今年五月刚结婚的他迎
来了新婚家庭的第一个重大
节日。“父母那儿包个红包、

送送月饼，不需要花费多少，
但亲戚间除了月饼，还得有
烟酒或者茶叶，动不动就得
一两千元”。“异想天开”说，
由于白天上班，买礼送礼的
时间只能留在晚上，而除了
跑腿的功夫，还要琢磨“哪些
亲戚需要送，需要送什么”，
这几天已经感到身心疲惫
了。虽然“异想天开”夫妻两
人月收入加起来也有一万多
元，但是他说，中秋节中“人
情支出”这一项，就得不吃不
喝，一个月收入全搭上。

记者调查得知，和微友
“异想天开”这样，因为过节
送礼而感到无奈和压力的网
友越来越多，过个节，至少要
花费一两个月的工资。

盘算完“中秋劫”，
“国庆劫”似乎已近在咫
尺。走亲访友、家人团
聚、出门旅游，开销是
一笔接着一笔。

春节拜年，五一太
短，作为全年唯一的法
定长假，不出去“浪”
一圈，怎么对得起七天
长假。于是，很多网友
早早做起了出游攻略。

“按以往经验，提前一个
月订机票，能便宜些。
但饭店、住宿等全线涨

价，也要花费不少。”微
友“曾是少年”准备在
国庆节带孩子去珠海

“长隆乐园”，虽然一大
家子很期待，但她却感
到“忧伤”，“机票已经
花了 3000多元，还要购
物、住宿、游玩……这
次全家出游怎么着也要
准备2万元啊。”

国庆长假，计划聚
会、访友、游玩的网友
会感到花钱花得肉痛。
但是，即使你没有出门

旅游，也会让你钱包
“扁扁的”。

“ 原 以 为 这 个 国
庆，不出去凑热闹便可
以待在家‘颐养天年’，
没想到还是事与愿违，
逃不开人情往来。”微友

“迪尼亚”告诉记者，9
月才刚开始，他已经收
到 三 张 “ 红 色 罚 单 ”
了，“毫无疑问又是一大
笔开销，为了下个月不
吃土，这个月只能更加
拼命‘搬砖’了。”

面对如此高昂的 9
月花销，不少网民“苦
不堪言”。但是也有不少
人坦言，既然这部分开
支不可避免，那就想办
法，降低开销。

招数一：
如今的一些家庭为

孩子准备入学物品时，
过于注重消费产品的价
格档次，其实大可不
必，这会助长孩子攀比
和炫耀的风气。家长不
应在物质条件上过分地

爱孩子。每个家庭应该
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准
备，没必要和别人家攀
比。

招数二：
我们有时往往用金

钱的数量来衡量友谊的
价值、亲情的价值和感
情的价值，于是，送亲
朋好友礼品时，往往会
掺杂着面子、攀比。“节
日亲情消费、攀比心
理”需要改变，应该让
假日回归本来的轻松和

快乐。一句真诚的祝福
或是一件小小的礼物，
都是有价值的。

招数三：
假期旅游价格水涨

船高，非要出去嗨玩的
亲，一定要早些订购机
票、住宿、门票。可以
在 各 种 出 游 APP 上 操
作，都会有一定的优
惠。其次，把握好出游
时间和地点，也可以享
受更高的性价比。

花销二：中秋“送礼”
烧钱指数：★★★

花销三：国庆长假
烧钱指数：★★★★

给你出招：如何降低9月花销

本报记者 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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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场赢了，
但中国男篮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中国男篮以一场胜利开启
了 2019 年篮球世界杯之旅，70:
55的“开门红”，从结果上看相当
完美。不过，科特迪瓦仅仅是中
国男篮世界杯征程中跨越的第
一道门槛，面对未来的强大对
手，中国男篮的挑战才刚刚开
始。

中国队的这场胜利并不像
终场比分显示那般容易。9年来
第一次参加世界杯，9年来未在
世界顶级赛场拿到任何一场胜
利，主场作战，可容纳一万八千
人的主场座无虚席，这些要素叠
加，让中国男篮背负着外界难以
想象的压力。

对阵科特迪瓦队，在赛前就
被视为中国队“稳赢”的一场比
赛，毕竟科特迪瓦队被公认为是
本届世界杯 32队中实力最弱的
球队之一，在国际篮联官网排出
的世界杯32强实力榜上，科特迪
瓦队更是排名垫底，“鱼腩”成色
十足。

不过，就是这支连备战训练
营都开得磕磕绊绊的队伍，给中
国男篮造成了巨大的麻烦。首
场对阵东道主，面对山呼海啸的
主场观众，科特迪瓦队在内线身
高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进退
有度，攻防得当，首节比分领先，
上半场29:29与中国队战平。

从半场数据看，科特迪瓦队
几乎未落下风，篮板球上甚至以
20:18领先。

这是中国队首战面临的一
个危机——进攻端打不开局
面。整个上半场，中国队仅有 4
分是通过快攻所得，这对一支强
调防守和攻防转换的队伍来说
并不常见。

中场休息，主帅李楠对球队
进行了调整，在下半场很长时间
内使用了“三后卫 两中锋”的非
常规阵容，进攻端提速，科特迪
瓦命中率下降，中国队一举拿下
比赛。

李楠在赛后表示：“我们开局
有些紧张，想过对手防守很凶，
但没想到这么凶。我们老是在
外线传球，却没有获得空位，节
奏被对手拖住，打阵地战，这样
一来身体接触很多，机会却变
少。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肯定了
球员们的努力，但要求他们保护
好篮板球，打得更快一些，防守
后打反击，抓转换机会，阿联、周

琦等得分点都开了，我们就取得
了领先。”

通过首战，中国队既有收获
也有挑战。首先，球队体验了热
身赛上无法感受到的世界杯级
别的防守强度，接下来两场面对
世界排名高于自己的波兰队和
委内瑞拉队，中国队应做好面对
更大强度防守的准备；其次，首
场中国队三分球出手仅有10次，
命中数更是仅有 1个，而对手在
三分线外的出手则高达23次，在
现代篮球的发展趋势中，三分球
的战术地位日趋重要，如何激活
外线，将是中国队急需解决的问
题；第三，中国队的“三后卫”阵

容是首战取胜的关键，但这一阵
容的一大短板就是外线防守时
的身高劣势，下一场面对波兰高
大、精准的外线射手群，这一阵
容能否奏效也是个未知数。

篮球场上变幻莫测，有时候
一个细节就可以左右最终的成
败，中国队首战遭遇了一定的麻
烦，但这也并非坏事，毕竟这批
曾长期未在世界大赛上取胜的
球员终于体会到了赢球的感觉，
这场胜利的意义，并不一般。

首战赢了，但中国队的世界
杯之旅才刚刚开始，第二场对波
兰，中国男篮一定会遇到更大挑
战。（新华社）

54名现役美职篮球员参赛
刷新篮球世界杯纪录

新华社深圳 9月 1 日电
2019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于 8
月 31日开赛。国际篮联官网
消息，本届赛事共有来自 17个
国家的 54名美职篮现役球员，
超过上届世界杯的 45名球员，
刷新了男篮世界杯美职篮球员
参赛人数纪录。

另外，加上美职篮选秀球
员和有过美职篮经历的球员
后，本届世界杯共有 103名有
美职篮背景的球员，超过上届
的92名。

“字母哥”安特托昆博无疑
是世界杯上的超级巨星。作为
上赛季美职篮常规赛最有价值
球员，“字母哥”的加入使素以
团队篮球著称的希腊队增加了
一个冲击力极强的攻击点，这
也使得希腊队被看作是冠军的
有力争夺者。

和“字母哥”一同入选上赛
季美职篮第一阵容的约基奇则
代表塞尔维亚队出战，再加上
博格达诺维奇、别利察等人，塞
尔维亚队共有 5 名美职篮球
员。这使整体实力本就出众的
塞尔维亚队如虎添翼。在世界
杯开赛前他们普遍被看好，力
压美国队排在实力榜头名。而
在 8 月 31 日进行的首轮比赛
中，约基奇替补登场拿下 14分
5个篮板6次助攻，博格达诺维
奇砍下 24分，塞尔维亚队 105:

59狂胜安哥拉队，向人们展现
了他们的实力。

卫冕冠军美国男篮仍全部
由美职篮球员组成，上赛季美职
篮第三阵容控球后卫肯巴·沃克
无疑是阵中的头号球星。不得
不说，缺少詹姆斯、哈登、库里等
顶级球星的美国队星光黯淡了
不少，而他们在热身赛中不敌澳
大利亚、遭遇 13年来的首场失
利，无疑增加了其他劲旅击败世
界篮坛霸主的信心。

西蒙斯退出后，澳大利亚
国家队中仍有英格尔斯、米尔
斯、德拉维多瓦等已与球队签
约的美职篮球员，中锋博古特
上赛季曾帮助勇士队闯入总决
赛。热身赛力克美国队后，打
法凶悍、攻防节奏快的澳大利
亚队更加受到其他竞争对手关
注。

老牌劲旅法国队和西班牙
队也均有美职篮球员坐镇。上
赛季美职篮最佳防守阵容中的
中锋戈贝尔是法国队的内线核
心，再加上富尼耶和巴图姆等
人，拥有 5名美职篮球员的他
们也具备强劲实力。西班牙队
阵中有马克·加索尔、卢比奥等
美职篮球员，鲁迪·费尔南德斯
也曾在美职篮征战多年。

此外，巴西、加拿大、德国、
意大利等队阵容中也不乏美职
篮球员。

8月31日，中国队球员郭艾伦（上）在与科特迪瓦队的比赛中投篮。

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奥会落幕

丹阳籍残疾人运动员郭瑾斩获三枚奖牌
本报讯 （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景银山）记者昨日从市残联获
悉，在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
届特奥会上，丹阳籍残疾人运动
员郭瑾斩获了一金、一银、一铜三
枚奖牌。

据了解，全国第十届残运会
暨第七届特奥会于8月25日至9
月1日在天津举行，这是我国首
次与全运会同城举办的残运会暨
特奥会。本届运动会共设 43个
大项45个分项，其中残运会34个

大项 36分项，特奥会项目 9项。
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
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共35
个代表团的 6121 名运动员参
赛。记者了解到，丹阳籍残疾人
运动员郭瑾在T13级男子组跳远
比赛中，以6.18米的成绩斩获金
牌；在T13级男子组100米 比赛
中，以 11.5秒的成绩获得银牌；
在 T13级男子组200米比赛中，
以22.99秒的成绩获得铜牌。

张伟丽夺UFC中国史上首冠
UFC是全球顶尖的综合格斗赛事。8月31日，UFC格斗之夜深

圳站的比赛中，目前中国排名最高的选手张伟丽（右）挑战卫冕冠军
巴西选手杰西卡·安德拉德，仅用42秒钟就TKO(技术性击倒)战胜
对手，成为中国首位UFC世界冠军。 （综合）

中国射击队获东
京奥运会步枪、手
枪满额参赛席位

正在巴西参加国际射联
射击世界杯里约热内卢站比
赛的中国射击队北京时间1日
传来捷报，中国射击队在女子
25米运动手枪和女子 50米步
枪三姿项目各获得1个奥运席
位。至此，中国射击队提前一
站夺得步手枪满额 20个奥运
席位，将首次以满额席位参加
奥运会步枪、手枪项目比赛。

中国射击队领队王炼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 2018年 9月 2日到 2019年
8月 31日，国家射击队历时一
年，通过5场席位赛的机会，提
前 1场获得 20个满额席位，创
造了中国射击步手枪的历
史。”

射击一直是中国奥运军
团的王牌项目之一。东京奥
运会上，步枪、手枪共设 10个
项目。（新华社）

2019 年暑期档
135亿收官低于
去年
《哪吒》46.79亿夺冠

8 月结束，2019 年暑期档
正式收官。经过两个月的奋
战，今年暑期档内地影市共收
获票房 134.83亿，略低于去年
同期138亿的成绩。

具体来说，今年 7月票房
57.12亿，8月票房 77.71亿。7
月票房较去年同期出现了大
幅下滑，8月票房则创造了历
史最高纪录。

今年暑期档单片票房前
五名，分别被《哪吒之魔童降
世》《烈火英雄》《扫毒 2》《速度
与激情：特别行动》《银河补习
班》拿下。

其中，《哪吒》以 46.79 亿
（截至8月31日）的成绩拿下暑
期档票房冠军、年度票房冠军
（暂时），和内地影史单片票房
第二名，并毫无争议地成为今
年暑期档的最大功臣。（综合）

高圆圆产后复工
状态超好少女感十足

高圆圆和赵又廷夫妇在今
年5月21号迎来了家庭新成员，
也算是给二人的甜蜜爱情又添
上了幸福的一笔。8月31日，高
圆圆工作室发博，宣布高圆圆复
工：8月的某一天，美圆儿来办公
室上班了，除了被小室拉着被迫
营业，当然还与好久不见三只

“吉祥物”亲密接触啦！你们看，
已经抱不动啦~

高圆圆工作室还发了一组
高圆圆的美照。从曝光的复工
照片来看，高圆圆举手投足间
非常有少女气息，一点不像 40
岁生孩子的人，网友赞叹“简直
太会保养了”。（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