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昨天早上，送了很久外卖的薛大哥，遇到了自己送外卖以来最奇葩
的事：他送早餐给金科十年城小区的甘女士，结果等了半天，没有等到
甘女士来领早餐，却等到了甘女士的回复：早餐不要了，请你吃了。

薛大哥告诉记者，他后来了解到，原来是甘女士因一周三天早餐喊
外卖，结果让婆婆非常不满意，当天早上又因为她喊外卖，导致婆媳闹
了矛盾，婆婆还给她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她再喊外卖，自己就回老家。
最终令甘女士连付了款的外卖也不敢要了，只好送给外卖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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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重庆市献血条例》明年6月起施行

献血者临床用血免交采供血成本费 A02

重庆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
陈敏尔张国清张轩徐松南出席

邓凯唐良智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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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喊了早餐外卖
不来领请外卖哥吃

外卖哥薛大哥负责金科十年城、龙湖
源著、天邻风景等附近小区的外卖配送。
昨天早上9点，他再次给金科十年城小区
的甘女士送早餐，到了小区大门口，他给
甘女士打电话。

“我连续打了 3 次电话，每次她都挂
了。”薛大哥说，甘女士是他的一个老顾客，
平时经常喊早餐外卖。他以前早上送到小
区大门口，都是她自己下楼来取早餐回家。

薛大哥在寒风中等甘女士来领早餐。
但十多分钟过去，薛大哥仍没见到甘女士
下楼。这时，他的手机突然收到甘女士发
来的一条短信：早餐不要了，请你吃了。

“我刚好没有吃早餐，既然她请我吃，
我就吃了。”薛大哥说，大约30分钟后，甘女
士还给他打来电话表示歉意，说早上让他
在寒风中等久了，并表示由于婆婆不满她
早上经常喊外卖，当时两人在闹别扭，不方
便下楼领早餐，所以才把早餐送给他吃。

女子有时忙不过来
被迫去喊早餐外卖

昨天上午，记者通过
薛大哥提供的电话联系
上甘女士。甘女士不是
很愿意说家里的事，经过
记者多次做思想工作，她
才说一些家里的事。

甘女士今年 28 岁，
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说，大儿子今年 5岁，
在南桥寺读幼儿园，每
天早上 7 点 20 分起床，
她要给儿子穿衣，督促
他洗脸、漱口等。

“儿子早上一般
吃鸡蛋加麦片，或
牛奶加鸡蛋。”甘

女士说，等自己把儿子早餐安排好，2岁的小
女儿又要起床，自己又要给她穿衣、洗脸、漱
口。把女儿收拾利落，奶粉兑好给她吃，自
己马上又要送儿子去学校。等送了儿子回
家，差不多已经到了9点，这时婆婆往往还没
有吃早餐。有时忙不过来，甘女士只好喊早
餐外卖，到家就可以和婆婆一起吃。

婆婆不满意儿媳喊早餐
扬言再喊外卖就回老家

“老公每天开车上班晚了很堵，于是他
都提前到早上7点出门，到了单位才吃早
餐。这样，她一个人就要带两个孩子，非
常忙碌。”甘女士解释说：“婆婆已经79岁
了，由于担心婆婆手脚不灵活出事，便没
让婆婆做饭，只是在她送儿子去学校时，
婆婆照顾小女儿10到20分钟。

甘女士说，从今年9月开学以来，她一
周要点两到三次早餐外卖。虽然老公比
较支持自己，但婆婆一直都不满意她喊早
餐外卖。“其实，我点早餐是怕婆婆饿到
了。因为我送儿子去学校回来都差不多9
点了，再做早餐，差不多要到9点半了。但
婆婆对此一直不理解，最后还对我说：‘再
喊外卖，我就回老家’，让我好伤心。”

儿媳早餐连续喊外卖 婆婆威胁再买就回老家

外卖还是“小媳妇”过代沟得悠着点
婆婆：

喊外卖浪费钱，宁愿自己做
昨天，记者见到了带着女儿和婆婆

在小区里散步的甘女士。甘女士的婆婆
告诉记者，她知道媳妇为了照顾两个孩
子，辞职专心带孩子很辛苦。

“每天早餐都是二三十元，太浪费钱了，
自己做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甘女士的婆婆
说，她不挑食，早上简单吃点什么都可以，去
外面点餐，“我又心疼钱，宁愿自己做。”

这时，甘女士在旁边笑着说：“妈，我
不是怕你饿着了吗？钱用了可以赚，你
饿生病了就划不来了。”

老公：
支持老婆做法也要兼顾母亲

甘女士的老公傅先生提到老婆和母
亲之间为了点早餐闹矛盾的事，很是无
奈。傅先生说，他上班较早，而老婆一个
人要照顾两个孩子，很辛苦。而母亲年
纪又大了，做饭困难，他夹在中间很为
难。老婆也理解他，他也经常劝母亲，但
老人家心疼钱，很难说服。

“我还是支持老婆的做法，太累了，
点早餐可以轻松一些。”傅先生说，但母
亲有自己的想法，我只能多做做母亲的
思想工作，多劝一劝她。

专家：
消费观念不同引发婆媳“大战”

对此，重庆社会学专家谭刚强表
示，甘女士与婆婆因点早餐闹出的问
题，其实是婆媳之间两代人消费观念不
同引发的婆媳“大战”。谭刚强说，甘女
士今年28岁，而婆婆已经79岁，两代人
之间的消费观念相距甚远。媳妇会紧
跟潮流，喜欢新的消费模式和行为，而
婆婆会守旧保持节约。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网购、提前消
费，喜欢点外卖、团购等新的消费模式
和行为，这些新的消费观念与老人们提
倡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相悖。一回、两
回，老人可能觉得没问题，但时间久了，
老人就会抗拒。这也折射出两代人之
间沟通的重要性。而如何进行有效的
沟通，对于化解家庭矛盾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因此，儿子要多与母亲进行有
效沟通。

中国外卖市场规模
2016年超过1000亿元
2020年或达7000亿元

今年 7月 3日，饿了么发布中国外
卖大数据，2016 年我国O2O外卖市场
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外卖送餐将逐

渐成为我国越来越多用户的餐饮
消费习惯，外卖市场的交易规模也

将保持较高增速，预计2020年
可突破7000亿元。

根据饿了么提供的数据，
2016年我国用户选择网络外卖
的首要原因有：工作忙没时间
做饭、不愿在家做饭、外卖有优
惠活动、外卖有可口的餐品、天
气不好、成了生活习惯等。其

中，工作节奏快及时间紧张
是用户点外卖的主要原因，

42.7%的用户选择外卖解
决工作餐，21.8%的用户

不愿意在家做饭。

七成80后选择喊早餐外卖
八成老人选择在家做早餐

昨天，记者随机对 21 名 80 后进行
了采访，发现有15名年轻人会选择点外
卖早餐。记者又对36名50岁以上的老
人调查发现，超过25名老人不会喊早餐
外卖，而选择在家做早餐。

天邻风景的80后于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本来就忙不过来，还要做早餐，太浪
费精力了，点早餐外卖和自己购买早餐
回家吃没有什么区别。她说，现在很多
人都不在家吃早餐，而是在路上随便买
点早餐吃，或者到达单位楼下再吃早餐，
这与喊早餐外卖回家吃有什么区别呢？

而龙湖源著小区的陈婆婆表示，做早
餐很简单，而且花的时间也不多，可以在
家自己做早餐。“年轻人主要是懒，找借口
不做早餐，想自己在早上多睡一会儿觉。
其实他们可以提前一点时间起床把早餐
做好。”陈婆婆说，关键是自己做的早餐可
口多了，外卖肯定没有自己做的好吃。

声 音 分 析 调 查

大 数 据

据重庆日报消息 12 月 4日上午，重
庆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市劳动人民文
化宫隆重开幕。会议号召全市各级工会组
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记使
命，凝心聚力，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
用和工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动员全
市职工拥抱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
为，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共同奋斗。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长张国清，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徐松南，全国
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邓
凯，市委副书记唐良智，市领导吴存荣、陈
雍、王显刚、刘强、陈绿平、陶长海、胡文容、
郑洪、谭家玲、杨天怡，以及来自全市各条
战线的780余名职工代表出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郑洪代表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向大会作
工作报告。《报告》认为，5年来，全市各级工
会组织带领广大职工群众适应新常态、践
行新理念、应对新挑战，围绕“科学发展、富
民兴渝”贡献了力量，圆满完成了市第四次
工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重庆工运事业迈
上了新起点、进入了新时代。

《报告》提出，在今后5年，全市各级工
会组织将立足国情市情会情，审时度势、着
眼全局，在战略部署上“扣扣子”、在责任履
行上“担担子”、在落实任务上“钉钉子”，把
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到各级工会组织和职
工群众中去；围绕更好满足职工群众在经
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做
实职工技能提升、法律援助、互助保障等特
色工作；解决基层工会组织基础薄弱问题，

持续做好干部提质、基层提振、阵地提档、
品牌提升、管理提效等工作，把工会组织建
设得更加充满活力。

邓凯对重庆市总工会5年来的工作成
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说，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重庆全
市广大职工坚决落实总书记视察重庆时的
重要指示要求，在加快建设长江上游地区
经济中心和国家重要中心城市进程中作出
了积极贡献，充分展示了工人阶级的时代
风采，充分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全市各级工会坚持“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
务职工”的使命担当，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工会改革试点破解了一系列“四化”
突出问题，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
型经验和制度成果，为全国工会改革创新
提供了有益借鉴。

受陈敏尔书记委托，唐良智代表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对大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全市广大职工和各级工
会干部致以亲切问候。他说，市工会第四次
代表大会以来，市总工会团结带领广大职工
群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
展道路，展现了工人阶级主力军的新担当，
迈出了职工思想文化建设的新步伐，推动了
职工群众利益的新发展，续写了重庆工会改
革的新篇章，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围绕“强三性”“去四
化”要求深入推进工会改革，工会组织体系
更加健全、干部队伍更加优化、基层基础更
加夯实，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
不断增强。实践证明，重庆工人阶级不愧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不愧为党联系职工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
唐良智指出，全市职工群众要充分发挥

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争做拥抱新时代、践
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的楷模，在重庆改革
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发挥主力军作
用，为确保我市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
智慧和力量。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要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当工作中的实干家，做改革创新的实践
者，把工会组织建设得更加充满活力、更加
坚强有力。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和改进
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委领导工会组织
的制度，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
方针，进一步创造有利条件，不断增强工会
服务大局、服务职工的能力。

会议持续3天，将选举产生市总工会新
一届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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