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18.7.17
星期二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
编

黄
强

版
式

宜
文

校
对
张
晓

读
四
川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我是认真分析后，才买的法
国队夺冠。”市民小黄今年33岁，
从小学就开始踢足球的他，有十
几年的球龄，爱好足球至今。整
个世界杯期间，每一场比赛前的
下注，小黄都尽量让自己理性，经
过冷静分析再做决定。

“技术流”小黄赛前看好法
国队。“克罗地亚比赛前中场主
力佩里西奇受伤缺席比赛，这么
一来中场的战斗力就要打个折
扣；在此前比赛中对战英格兰、
丹麦和俄罗斯都是在加时赛中
胜出，时间累计相当于比法国队
多打了一场比赛，再加上加上体
力方面少休息一天……”小黄细
数起了自己押宝法国队的原因，
在他看来，法国队还有姆巴佩这
张王牌，并且前场、中场和后场

都相对稳固的实力，自然成了
“夺冠热门”。事实证明，小黄理
性分析后下的一注彩票，也为自
己带来了幸运。

“技术流”也有温情时刻。小
黄钟情阿根廷队，从小学就开始
了。“还是马拉多纳时代，我就是
阿根廷铁杆粉丝了。”小学时，小
黄曾是校足球队的一员，工作后
也未曾放弃对足球的迷恋，那时
的阿根廷就是他最喜欢的球队，
一直持续至今，“不过阿根廷的后
卫不行，没能走到最后。”在八分
之一决赛中，阿根廷对战法国队，
小黄理性分析双方的战术战略
后，仍然为支持的阿根廷下注两
千元，“也是一种情怀吧。”小黄
说，比赛后还将继续为阿根廷打
call，“我与他们用在。”

“今年小龙虾行情真坐了过山
车。”7月16日，龙虾品牌霸王虾创
始人袁烨在朋友圈写到：今年4、5
月份，大家憋了一个冬天的吃虾热
情全部迸发，不少龙虾品牌营业额
屡创新高。谁知进入六月中旬以
后，被打回原形，销量直线下滑。

袁烨告诉记者，5月份生意最
旺的时候，几个门店每天的小龙虾
销量接近5000斤，最近可能下滑
了将近4成。世界杯的带动作用
似乎也不太明显，虽然整体来看外
卖总量还是增长的，但明显感觉到
小龙虾品类热度在下滑。

有同样感受的不止他一人。

另一位专做小龙虾外卖的老板介
绍，去年店里每天营业额能有好几
万元，今年营业流水降低了一半以
上，暴雨这几天甚至惨淡到每天只
有一两千。而还有一家店曾经一
个月卖60万元，最近一天只卖出
几百元。

对此，有小龙虾餐饮从业者
称：“今年可能是小龙虾旺季最短
的一年，仅仅只有2个月。”而随着
世界杯的结束，今年的龙虾季也进
入了真正的倒计时。可能等不到
国庆，很多小龙虾馆都要干不下
去，只会有10%左右的商家能够继
续开下去并活到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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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下降4成
成都吃虾旺季提前结束？

按照往年趋势，6月份是吃小龙
虾最火的时候，到7月份稍弱，然后
这种势头会持续到9月并逐步转弱，
直至12月正式收尾。杨航认为，今
年小龙虾市场是否会延续这个趋
势，还是如从业者所说的，吃虾旺季
已经提前结束，还有待观察。

在他看来，经过短短几年发展，
小龙虾迅速从一个地方食材变身为

“网红”美食。未来，无论是小龙虾
单价，还是整个市场增长，上升空间
都很有限。而需要考验从业者的，
是如何去塑造一个好的品牌。

成都餐饮同业公会秘书长袁
小然则认为，小龙虾市场变化存在
一定的必然性。首先，与中餐、火
锅等品类丰富的餐饮类型相比，小
龙虾算是一个“流行的单品”。面

对价格攀升的小龙虾，在消费者日
趋理性的消费观念下，消费频次自
然会减少。

其次，小龙虾生产周期有一定
限制。它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特殊
的生产周期无法保证出品质量的
一致性，这也会大打折扣。

第三，不论小龙虾餐饮店还是
小龙虾养殖户的跟风涌入，引发了
行业无序竞争，对消费者及行业带
来不良影响，因此小龙虾市场日趋
冷淡是可预见的。

对此她也提醒，无论是做小龙
虾餐饮还是养殖，都不应盲目跟
风，无序的竞争、不诚信的经营，必
然会导致市场的疲软和下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熊英英 实习生邓凌瑶

别墅靠海不是梦
猜中世界杯决赛比分，领奖的彩民坐满体彩兑奖大厅

兑奖大厅还有一群体彩店店主
的面孔，他们攒着一叠叠中奖的彩
票，前来替中奖的购彩者兑奖。

过去第一个月，位于新会展中
心南门编号为11389的体彩店店
主易佑国也见证了购彩者与球迷
的狂喜和收获，“赚翻了。”易佑国
告诉记者，一位店里的购彩者原本
支持德国队，不过在小组赛德国队
爆冷不敌韩国队之后，便开始了理
性分析，继而开始支持实力强劲且
均衡的法国队，“每一场他都买的
法国队赢，前前后后加起来中了45
万。”

对易佑国而言，到体彩中心兑
奖，不仅是与购彩者分享中奖的喜
悦，更是一种仪式感，向俄罗斯世界
杯以来的繁忙与收获说声告别。

过去的一个月，易佑国保持着
早上七点起床，凌晨三点休息的作

息，每日高速运转，也为彩民带来第
一手资讯，“开店做完清洁，就开始
浏览网站。”易佑国透露，世界杯期
间，他每天到店后都会查阅前一天
的比赛信息，包括天气、伤停等全方
位的资讯，随后再综合起来进行整
理分析、判断，再将这类信息作为参
考告知前来咨询的购彩者。

对于初期接触体彩的购彩者，
他还需向顾客解释关于体彩的一些
基本概念，“譬如昨天晚上的法国队
打克罗地亚，买法国队赢和买法国
队冠军是两回事，但很多彩民还不
知道。”易佑国解释到，买法国队赢
是指在90分钟内比赛中，法国队的
比分更胜一筹，但法国队赢则是在
90分钟的基础上，还加上了伤停补
时和点球，“适时进行科普及相关服
务，这是我们参与世界杯的另一种
方式。”易佑国说。

因为熬夜看球、眼角还挂着疲

惫的年轻人；因丈夫工作繁忙，代为

兑奖的妻子；猜中比分、与家人一起

领奖的小伙子；替购彩者前来兑奖

的体彩店主……

7月16日下午，四川省体彩管

理中心兑奖大厅从未如此热闹过，

挤满了前来兑奖的购彩者，甚至还

排起了队。这群购彩者都是俄罗斯

世界杯期间的胜利者，他们神一般

地猜测中了世界杯决赛的冠军队

伍，有的还猜中了法国队对决克罗

地亚的最终比分4：2。在赛场万里

之外的成都，他们用这样特别的方

式与法国队隔空庆祝胜利。

显而易见的是，一张体育彩票

将他们与喜爱的足球、球队和球星

联系了起来，同时也以一份大确幸

或小确幸终结了2018俄罗斯世界

杯最后的狂欢时光。

如果说买中赢面是理性分析
后的结果，那么买中比分则多少有
些运气成分。兑奖大厅里，22岁
的小任脸上始终笑意盈盈。决赛
开赛前，他下注一百元购买法国队
与克罗地亚队4:2的比分，或将获
得一万元的奖金。

“综合前面几场比赛来看，法
国队胜率更大。”“克罗地亚是一
支进攻型的球队，如果不进攻必
然赢不到球。”“法国队还有姆巴
佩这张王牌，事实证明姆巴佩的
确给克罗地亚带来很多威胁。”
小任告诉记者，赛前他预估法国
队应该会以两个球的优势领先克
罗地亚队，于是在 4:2 和 2:0 的
比分中犹豫，“克罗地亚之前几
场比赛的表现，都是先被领先再
逆袭。”由此，小任猜测比分应该

会是4:2。
不过比起小任，兑奖大厅里他

的家人看起来更加激动，“他说了
兑了奖要请我们吃大餐。”此番前
来兑奖，小任也带上了女友和两位
表妹一同前往，分享喜悦。小任的
小表妹告诉记者，此前她几乎从来
不看球，因为小任买了彩票，关心
他能不能中奖，于是也在世界杯期
间当了一盘“伪球迷”，“不管怎样，
也是一同度过了一段疯狂、开心的
足球时光咯。”

买中比分的彩民也不在少数，
从事房地产职业的小陈因为工作
繁忙，所以只能抽空关注世界杯，
好在感兴趣的比赛一场也没落
下。对于决战买中比赛，小陈说全
靠运气，广撒网，“除了4:1没买，
其他比分都下过注。”

表哥买了竞彩
从不看球赛区的表妹升级“伪球迷”

33岁球迷爱世界杯
竞彩既靠技术又讲情怀

这个世界杯
成都购彩者前后中了45万成赢家

成都连日的几场雨把不
少人都困在了家里。暴雨如
注，食客进不来，外卖出不去，
也让不少餐馆老板大吐苦
水。就连刚刚结束的世界杯，
也没有让小龙虾生意火上一
把。

记者了解到，过去一个月
成都小龙虾市场出现明显下
滑趋势，部分门店营业额下滑
4成。外卖市场则更为惨淡，
甚至有餐馆老板指出今年小
龙虾旺季仅仅只维持了两个
月便将提前结束。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除
了暴雨外，小龙虾价格变化、
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品质
波动都对市场产生不利影响。

“最近这几场雨影响太大了。”
要问生意不好的原因，不少餐馆老
板或许都会提到这句话。一小龙
虾馆负责人肖先生说，不管是堂食
还是外卖，连续雨水天气带来的影
响无疑是很明显的，店内客流量下
降，外卖订单也没人接。

除了暴雨之外，大量新手涌入
小龙虾市场，无形中也造成了传统
品牌店顾客的分流。袁烨说，今年
小龙虾并未出现像去年同期暴涨
的情况，目前小龙虾成本处于可控
的范围内，这也导致出现了一些餐
馆用低价小虾争抢市场的情况。

对此，记者也从成都白家批发
市场和青石桥海鲜市场进行的了
解。7月16日，白家批发市场4-6

钱小龙虾，整件销售是25元/斤，
7-9钱的则要卖到35元/斤。虽
然相比上个月，单价上涨超过
20%，但涨幅明显赶不上去年同
期。“价格没去年涨得凶，但是大虾
很少，都是小虾居多。”青石桥市场
一商户也说。

成都美食评论家杨航也认为，
市场上以各种方式卖虾的形态出
现，确实造成了一定市场分流。同
时，各餐馆小龙虾单价逐年攀升，
使得消费者消费频次逐渐减少。
此外，他提到，今年从湖北供往成
都地区的小龙虾品质，相比去年有
明显下滑，比如食客普遍感觉小龙
虾肉质不够紧实，或许也有一定影
响。

门店营业额下降4成
九成龙虾店国庆后关门

生意“秋”不能全“怪”雨
价格偏高、品质下滑也有影响

小龙虾市场未来上升空间有限

市场

原因

观点
青石桥的小龙虾价格没去

年涨得凶，但优质大虾却难见影
踪。

冷 7月16日，成都市中心某龙虾馆饭点时间，生意却依旧冷清。

热 5月的时候成都小龙虾生意火爆，一座难求。

7月16日下午，四川省体彩管理中心兑奖大厅人头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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