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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作为一名经常搭飞机出差的都市达
人，郑州市民刘奔之前经常抱怨机场的停
车服务，主要槽点是“太贵了”。停一天几
十元，出去一趟回来光停车费就几百元，
可不开车又非常不方便。

刘奔的烦恼绝非个案。不过，一种新
型的共享车位玩法，似乎在悄然解决这一
问题。

今年 6月，刘奔突发奇想在网上将去
机场的烦恼写了下来，结果 9 月中旬突
然有人回复他并提供了一个 APP，说是
用这个APP停车便宜、方便。出于好奇，
刘奔在手机应用上搜索并下载了这个

APP。惊喜的是，APP 上提供的机场附
近停车位每天 10至 15元不等，而且提供
车位的酒店还可以提供 24 小时接送机
服务。

“自从使用这个APP后，感觉确实方
便，之前我一直不太敢乘太早或太晚的
班机往返，现在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
刘奔说。

记者下载该停车应用程序后发现，郑
州机场周围居然有10多家酒店提供这一
服务。打电话过去，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地
介绍了提供车位的酒店所处的实际位置
以及到机场的方便程度等。

据了解，由于该服务在郑州上线时间
并不算长，目前使用的人不多，但使用过

的人均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
对于机场附近酒店提供共享车位这

一服务，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共享车
位的概念始于六七年前，但目前尚未形成
气候。因为就市区的私家车位而言，无论
是小区物业还是车位的主人，都因为安全
问题不愿配合。

在共享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单车、
充电宝、雨伞、汽车都成功用于共享模式，
车位却一直不能实现真正共享。但机场
附近完全不同，机场附近的共享车位基本
上由附近的各家酒店提供，闲置了才是真
正的浪费，如果能够持续提高服务的质量
和水平，也许能为发展共享车位做出一些
有益探索。③9

观电商直播、看露天电

影、穿古装去旅行、体验云端

服务……今年“十一”黄金

周，各地、各景区和商圈纷纷

“上新”，使出十八般武艺推

陈出新，挖掘新的消费潜力，

一些老行当叠加新要素，给

逐渐全面恢复的市场带去新

的消费活力。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

动力，各地在不断巩固疫情

防控成效、加快全面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同时，积

极优化市场供给，培育消费

新增长点，拓展消费空间，有

力促进了消费回补和潜力释

放，在消费升级中引领着别

样的假期新体验。

□本报记者 赵振杰

在朋友圈看到有专门入户做收纳服
务的公司后，郑州的齐女士下载小程序，
以一小时 4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个三人
团队的服务，给自己的家进行了 3个小时
的收纳、归整。

“1200元不便宜，但这不是简单的家
政服务，而是一种颇有创意的归置技巧，
你会发现自己家里原来可以这样整齐，还
有这么多空间可利用，以后照着这个来收
拾就行。”齐女士说。

同样是线上购买服务，漯河的宋先生
购买了北京一家健身房的线上指导，一节
课时长 70分钟，150元，可以在健身房指
导使用器械，也可以在家里用简单器械进

行锻炼。
宋先生说，自己购买服务的这家健身

房在业内口碑很好，私教水平也挺高的。
“买卖过程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感觉课
程质量不好还能申请退款。”宋先生说。

和齐女士、宋先生一样，同样喜欢在
网上购买服务的韩小姐趁着假期，在网上
购买了 4小时的健康餐指导课。韩小姐
说，自己和几个同事在吃了一段健康餐
后，开始觉得那些“几根青菜、几片鸡肉就
花了几十块钱挺贵的”，因此萌生了自己
动手做的想法，可是自己做的“比买的难
吃多了”。通过网上教程让人指导着果然
不一样，“不但学了好几样餐的做法，味道
也很好，感觉很划算”。

采访中，齐女士等人都提到了“很划

算”。“我觉得这是一种更高层次
的‘性价比’，大家现在生活节奏快，
工作之余要自我充电、保持身体健康、休
闲娱乐等。有些网上服务看起来‘贵’，但
是它给你提供的服务让你更节约时间、活
得更有质量。”齐女士说。

宋先生和韩小姐也表达了同样的想
法。在家健身节约了外出往返的时间，在
家做饭则更健康——这些无一不是契合了
现代人追求更短时间、更高效率的诉求。

“这些服务或者说新型产品的出现，
说明如果供给侧能提供更多符合都市人
群需要的‘产品’，那么之前我们认为的

‘个性化’的产品，就可能成为新的消费主
流。”河南省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进才
说。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头顶浪漫的星
空，背靠奔流的黄河，面朝巨大的屏幕，侧
躺在驾驶座上……你有没有想过以这样
一种全新的方式，看一场汽车露天电影？

10 月 1 日下午，记者带着尝鲜的心
态，来到位于荥阳市的奥斯卡老龙窝汽车
主题影院。“坐在汽车里看电影，以前只在
电视上看到过，这次专程来体验一下。”最
早赶来的观众小许说。

傍晚时分，一辆辆私家车陆续驶入停
车场，有序地错位排开。车头正对的，是
悬空架起，宽 8米、高 17米的巨幅屏幕。
据介绍，这也是我省目前最大的电影屏
幕。

记者了解到，该汽车影院总占地面积
4万平方米，内设2个高清数字放映厅，可
容纳80辆车同时观影。影院采用国际先
进的调频立体声播放技术，配合车内配置
的环绕声音响，可获得有空间层次的立体
声效果。记者当天所在的 1号厅，放映的
是与院线同步上线的电影《我和我的家
乡》。

晚上 7：30，天色暗透了。“电影马上

开始，请大家关闭行车灯，打开收音机，调
整到指定频段FM94.5。”随着工作人员的
提醒，放映正式开始。

车外，一片安静，只见大幕上光影变
幻；车内，观众早已沉浸在轻松、幽默、温
馨的剧情之中。

家住郑州市上街区的贺先生带着一
家五口来观影。“这种看电影的方式挺特
别的，让我想到小时候在村里看露天电影
的经历，只不过现在是坐在车里，是一种
独特的乐趣。”他说。

“汽车影院相当于一个私密空间，一
辆轿车就是一个独立的包厢，无论是在里
面聊天，还是吃东西、打电话等，都不用担
心影响到别人。”和记者一同来观影的刘
女士认为，这种方式十分自由，非常适合
情侣或一家人一起观影。

如今，中国私家车保有量全球第一，
汽车文化亟待开发，汽车观影未来的市场
需求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在后疫情时代，
汽车观影也将成为“享受电影”和“无接
触”的完美解决方案。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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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姬姣姣）

“罗衣何飘飘，轻裾
随风还。顾盼遗光
彩，长啸气若兰。”这
样的美好不只出现
在诗人的诗篇里，也
展现在修武县荣盛·
云台古镇里。这里
被汉服爱好者称为

“汉服雅聚的天堂”。
“这些汉服的设

计既传统又有现代
理念，做工精致，布
料天然，看得出是花
费了不少心思。”10
月 5 日，带着孩子来
汉服馆体验的冯女
士说，希望青少年在
享受汉服所带来趣
味的同时，热爱并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

游兴所致，兴趣
所起，突然想体验一
把汉服古风却没有
装备怎么办？云台
古镇有专门的汉服

租赁场所，仁谊阁、兰庭记等汉服
店不但有各种汉服满足游客需
求，而且店内提供服饰租赁与拍
照服务，为游客留下最美汉服瞬
间。

汉服之美少不了环佩坠饰的
点睛之笔，以玲珑阁、玉楼霓裳为
代表的商家，不仅展卖各式玉环
玉坠，店主还会根据不同的服饰
风格给顾客搭配建议，让汉服之
美尽情绽放。

据介绍，10月 2日—8日，每
天下午 5点 30分，汉服+古典舞+
民乐演奏，浓浓的“国潮味儿”扑
面而来；每天晚上 7点，一场独特
的汉服巡演活动准时在云台古镇
上演，身着各式精致汉服的演员
们手撑红伞，裙襦飘飘，沿着古街
缓缓前行，近距离向游客们传达
传统汉服的魅力。

当汉服巡演和歌舞在夜幕中
回荡，游客们也自然留了下来，

“一日游”成为“多日游”，周边的
民宿热闹了起来。随着古风文化
的兴盛，未来，云台古镇也将深挖
历史文化资源，助推旅游市场加
快复苏。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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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4日晚，游客在南阳市卧龙
区达士营美食节“超级月亮”景观前
拍照。国庆期间，该区举办美食文化
节，吸引了大批游客、市民前来观光
游玩，乐享假日。⑨3 高嵩 摄

近日，河南省首家体育类专题博物馆——洛阳体育博
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10月4日，市民在洛阳体育博物馆
体验学习体育类多媒体知识。⑨3 黄政伟 摄

▶10月 4日，修武县云台古
镇上演汉服秀表演。⑨3 李彤
杉 摄

10月 4日，在荥阳市奥斯卡老龙窝汽车主题影院，游客体验汽车观影。⑨3
本报记者 宋敏 摄

10月 2日，郑州国贸360广场，卖家正在通过网络平
台直播进行新车推介。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杯

现场短新闻大赛

在线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