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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
清凉消费便笺

□栾姗 曾鸣

“热！热！热！”酷

热 天 气 点 燃 了 河 南 的

“高温经济”。

于 是 ，繁 华 商 业

区、居民区的“深夜食

堂”里人头攒动，萌宠

们惬意地享受“SPA”，

也有人在家里、健身房

里“甩肉”求自律，冰凉

贴、小风扇等“降温神

器”上货架，或者来个

“精神冷饮”去博物馆、

美术馆看展，顺手捎带

几 款 文 创 产 品 …… 这

个活力四射的夏天，高

温“烤”出来多元化业

态，“不差钱”的背后，

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

车”之一的消费在悄然

发力，这对全力冲刺二

季度“双过半”的河南

经济而言，不失为一波

利好。

经 济 学 中 有 个 术

语“一度效应”，即气温

只要有 1℃的变化，商

品 的 销 量 就 会 随 之 发

生很大改变。更有人统计，按照河南

目前的人口密度和数量，夏季气温每

上升 1℃，就会增加 100 亿元的商品

销售量。在这一浪赛过一浪的夏日

热潮中，河南正感受到“一度效应”带

来的滚滚消费红利。

“高温经济”火力全开的背后，在

于瞄准了人们的消费需求。事实上，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都会给不同行

业效益带来起伏，都意味着“温度下

的商机”。任何经济上的变化提升，

都离不开人的因素，“一度效应”固然

不可小觑，但敏锐把握消费者需求，

不断完善、延伸、提升服务质量，同样

不可忽略。

百亿内需蕴含的巨大商机，不仅

能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还带来

丰富的就业岗位。它也提醒着我们：

善于捕捉消费新趋势、以更高质量的

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新需求，中小微

企业大有可为。③9

连日来，郑州“炎值”不断攀高，不少精

明商家瞅准商机做起“热文章”，催生出多元

化“高温经济”，也折射出大众消费新趋势。

本报特整理“高温下的清凉消费便笺”，助您

清凉度夏。③9

□本报记者 曾鸣

白天不愿出门，晚上出去晃
悠，点上开胃的烧烤啤酒小龙虾，
吹着夏日夜风，就一个字：爽！在
郑州，以“深夜食堂”为代表的业
态已经成为商业综合体、特色步
行街“标配”，助推夜经济更加活
跃。

6月 14日晚上8点半，郑州郑
东新区龙湖里商业体验中心灯火
通明。扫描健康码、测量体温后，
人们有序进入饭店就餐。“今天人
还不算多，周末的时候顾客才是
最多的，我和店员都忙不过来。”
主打烧烤类食物的“烤堂”店主告
诉记者，他在这里经营店铺已有5
年，夏天是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
晚上 6点到 8点、10点到 12点这
两个时段是客流高峰期。记者了
解到，目前龙湖里大部分店铺从

下午四五点开门，通常会营业到
凌晨两三点。

在郑州人眼里，健康路夜市
是最有烟火气的夜市。最近，健
康路夜市重新开张，夜幕降临，琳
琅满目的摊位前挤满了前来选购
的市民，不少小吃摊点前排起长
队。“我最喜欢的杏仁茶终于出摊
了，夏天一定要逛夜市，既凉快又
大饱口福。”“95后”女孩小孟说，
夏天逛夜市，让一天工作紧绷的
神经松弛了许多。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深夜食堂”特色业态遍地活跃，
有效延伸了夜消费链条，夜经济
也日益成为郑州释放消费活力的
主阵地之一。近期，第三届“醉
美·夜郑州”消费季系列活动启
幕，其间将发放超过两亿元的购
物、餐饮等消费券，释放更多消费
潜能，带旺夜间烟火气。③4

□本报记者 李鹏

夏日炎炎，看展，无疑是城市
避暑的最佳方式之一。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近期，郑州美术馆新馆正在
举办的“大河意象——中国沿黄
九省（区）省会城市画院联盟优秀
作品展”，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
样，集中展现了新时代黄河两岸
人民的精神状态与文化气象。“江
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
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
流的洪荒伟力。”郑州市民陈一鸣
正在“黄河魂”图片展前给儿子做
介绍。他告诉记者，利用闲暇时
间带着孩子一起来看展，是希望
从小培养孩子对我们母亲河的感
情。

河南博物院的人气也很旺，
参观者们追着志愿讲解员问个不

停，同时还不忘随手购买考古盲
盒，体验“发掘”的乐趣。在郑州
一家国企工作的市民郑薇最近正
追剧《梦华录》，对宋代瓷器与茶
文化特别感兴趣，在网上看到河
南博物院根据《梦华录》推出的文
物大话趣味科普讲座，就专程赶
来。“追剧逛展好惬意，体会线上
与线下、瓷器与茶艺、历史与现实
的融合，这种感觉特别棒！”郑薇
边欣赏一件宋代汝瓷边跟记者
说。

纷至沓来的观众，也让美术
馆、博物院里的文创产品等消费
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其中80后、
90后成为消费主力。而日常娱乐
中，除了看展，看电影、玩剧本杀
等文化消费也越来越火，文化艺
术就像“精神冷饮”让人远离高温
焦虑。相关工作人员也提醒消费
者，进入室内公共场所要按照防
疫规定，做好自身防护。③9

□本报记者 胡舒彤
实习生 魏尚冉

啤酒、烧烤、小龙虾，吃不够。
马甲线、小蛮腰、锥子脸，都想要。

咋办？管不住嘴，那就迈开
腿。6月 14日，媒体从业者马园利
用午休时间去健身房“撸铁”1 小
时，挥汗如雨。“夏天空调吹久了不
舒服，需要出出汗。”马园说，晚上下
班后再去“撸串”，心里就不会有“负
罪感”了。

进入夏季，白天天热不敢出门，
不少人选择晚上到健身房、运动场
锻炼。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与经三路

交叉口附近的“天空公园”生意火
爆。负责人介绍，每天下午 3点后
来锻炼的人会逐渐增多，特别是晚
上下班后，一般都需要提前预约才
能有场地。

“运动达人”王莉在银行工作，
经常下午下班后约闺蜜打羽毛球。

“对着电脑一坐就是一天，有时候感
觉脖子很不舒服。下了班来打打羽
毛球，可以缓解颈椎疼痛，最重要的
是要减肥，穿花裙子。”王莉说。

有时候凑不够球友，王莉就回
家跳《本草纲目》“毽子操”，做“刘畊
宏女孩”。为了跳操，最近她网购了
一台“健身魔镜”，关机状态下是一

面普通的穿衣镜，开机后，镜面上会
出现一个虚拟教练，跟着虚拟教练
健身、跑步、跳操时，可以通过镜子
来同步查看纠正自己的动作，相当
于随时随地把教练请到家。

“我这不是‘烧装备’，而是愿意
为愉悦心情付费，符合当下情绪价
值消费观念啊。何况还能锻炼身体
呢！”王莉说。

都说“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
悲”，事实证明，大多数人还是在“徒
伤悲”时才开始想起需要健身。这
就催生了夏日健身消费，不少健身房
更是抓住商机，开始各种优惠办卡
活动，助推炎炎夏季“运动热”。③7

□本报记者 曾鸣

喷一喷，一秒降温；贴一贴，凉
意入体……眼下，持续高温天气激
活各种降温“神器”。记者走访市场
发现，挂脖风扇、冰凉贴、清凉喷雾
等消暑用品走红，就连防疫用的口
罩，也推出了清凉透气型，颇受年轻
人喜爱。

6月 14日，在郑州市正弘城一
家生活好物店铺里，摆满了各种可
爱造型的便携式小风扇。不同于往
年的“手持款”和“桌面款”，今年号
称“解放双手”的挂脖风扇受到消费
者青睐。将小风扇挂在脖子上，轻
按按钮，一股股凉风扑面而来，让人

顿感舒适。“现在这气温，在路上走
几分钟就汗流浃背了。”大学生陈瑞
说，小风扇“高续航”“强制冷”等优
点让她比较满意，准备给家人也捎
带几个。

在“淘宝”平台搜索“降温神器”
等关键词，各式各样的夏日网红产
品映入眼帘。有低至 1元钱 5片的

“冰凉贴”，也有十几元的“冷感毛
巾”，以及价格上百元的便携式制冷
杯、冷风风扇等小家电。

对于“宅男宅女”来说，最好的
降温“神器”，莫过于吃上一口凉爽
的甜品。相比点外卖，DIY动手来
做，也是社交平台比拼的资本。将
西瓜瓤用小勺子挖出，再倒上清甜

的椰子汁，放入自制冰块，一杯颜
值高又健康的夏日清凉饮品“西瓜
椰椰”就做好了。“夏天是属于西瓜
和椰子的季节！”来自许昌的“90
后”女孩郭然将自制“西瓜椰椰”视
频发在朋友圈、小红书，赢来一圈
点赞。

追求凉爽的同时更要注重健
康。省社科院宋彦峰博士表示，消
费者在购买降温产品时，不应盲目
跟风，要根据自身需求并对产品的
安全性、质量等进行综合考量后，再
进行理性消费。有关部门也应强化
市场监管，尤其要对存在安全隐患
的网红产品加强管理，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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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孔学姣

高温改变了宠物的“衣食住
行”，花样百出的消暑方式和装备开
始走红。随之而来的，是商家敏锐
抓住“避暑经济”，推出各种个性化
服务和产品。

在郑州市金水区一家宠物诊
所，一只刚刚修剪过毛发的比熊犬，
围着人亲昵地转来转去。“夏季是不
少宠物的换毛期，来店里剪毛的宠
物狗明显多了。但剪完毛后要更加
注意宠物的皮肤护理，防止得皮肤
病。”医师赵燕山说。

每次剪完毛，赵燕山和同事们
都不忘提醒宠物主人要小心护理，
尽量避免让宠物在阳光下运动和暴
晒。由于这个时节宠物也容易被寄
生虫叮咬，还要注意定期驱虫。

这家店还为宠物推出药浴、海
盐护肤等服务。洗浴间的架子上，
一袋袋专属的宠物沐浴用品和牙具
整齐排列着，上面还写着宠物的名
字，防止使用时交叉感染。

线下个性化服务走心，线上
消暑装备卖得火爆。记者以“宠
物降温”等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
进行检索，发现不少宠物用品店

推出了凝胶冰垫等消暑用品，有
些冰垫月销量甚至超过 1 万个。
有的店铺还销售宠物降温喷雾、
防晒背心等。

萌宠消暑正在成为“高温经
济”的一个新板块。90 后姑娘靳
柔柔新近养了一只仓鼠，为了让小
家伙过得舒适，她专门网购了笼
子、带平台的小房子和跑轮。天热
之后，她又买了陶瓷降温窝、凉垫，
还有木屑垫料。“小仓鼠非常喜欢
陶瓷窝，趴在里面都不愿出来。”靳
柔柔说，“整套装备花了大概 500
元。”③5

萌宠们“花式降温”

图① 6月 14日，顾客在郑州一
家商场挑选便携式风扇。⑨6 郭
然 摄

图② 6月14日，郑州市一家宠物
店，工作人员在给宠物修剪毛发。⑨6
本报记者 孔学姣 摄

图③ 6月 15日，观众在河南博
物院参观。近日迎来高温天气，市民
纷纷来到博物馆、书店等场所，感受清
凉一刻。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图④ 6月14日，大学生在学校体
育馆内打羽毛球。⑨6 李昊霖 摄

图⑤ 6月 14日，郑州市郑东新
区海汇港“夜经济”吸引了众多市
民。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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