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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避暑纳凉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清凉家电、冷饮冰品、夜市小吃、水上娱乐……这些防暑降温休
闲产品供需两旺，一派火热。

“清凉经济”火热的背后，是当今社会消费多元化的真实写照，更是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直接体现。哪里有
需求，哪里就有市场。不论是传统纳凉产品，还是新型避暑消费，都在不断推陈出新。同时，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方式
也在不断升级，不再满足于守着空调简单度夏，而是更愿意走出家门，尝试各种各样的纳凉方式。连日来，本报记者
走进各类避暑场景，用直观的体验和感受，记录人们多姿多彩的夏日生活。

滚滚热浪之下，让“哪里凉快去哪里玩”成为人们的

期待。这个暑期，新干县潭丘乡海木源景区的竹林漂流

和民宿等农旅项目，成为吉安、新余、宜春等地游客的避

暑好去处。

8月 6日，新干县最高气温为 38℃。在海木源景区漂

流项目出发点，一拨又一拨游客或自驾，或乘坐中巴车前

来体验漂流，在峡谷中享受乐趣。

海木源景区漂流全长 4.5 公里，落差 118 米，茂林修

竹，不仅有落差惊险、穿洞刺激，更有旖旎风光一路伴随。

“早就听说海木源漂流晒不着，特意来这里避暑。”来

自南昌市的袁彬夫妇带着 5 岁的儿子，身穿救生衣，坐上

皮划艇，在险峻的峡谷中穿梭，一路体验到了急流倾泻的

畅快和随波逐流的惬意。

记者注意到，漂流小溪原始生态保护完整，两岸植被

茂密，尤其是茂密的竹林，形成一条长廊，站在岸边，凉意

阵阵。

来自抚州的罗女士带着 9 岁的女儿，沿溪而下，体验

到了“人在画中游”的绝妙感受。“真凉快，真好玩，下次还

要来。”孩子意犹未尽。

景区负责人陈国辉介绍，海木源景区是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漂流有急有缓。经过激流区，“水上过山车”的失

重感和从头灌下的浪花让游客感到十分刺激；经过平缓

区，可以随时停下来，欣赏两岸美景，或者与同伴开启一

场玩水大战。除了漂流、水上娱乐、表演等项目外，景区

还有当地传统小吃。

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景区按照“景地共建，让利于民”

的方式，安排 100 多名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有的从

事售票、服务、保障工作，有的开农家乐，有的提供漂流配

套产品。一条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溪，如今为村民“漂”来

了“真金白银”。

潭丘乡党委宣传组织委员陈宇星说，该乡发挥自然生

态优势，打响避暑目的地旅游品牌，把宝贵的“凉”资源变

成优质的“热”产业，不仅打造了旅游避暑胜地，还涌现了

一批避暑游主题特色民宿。这些民宿大多隐藏于山水之

间，低调而安静，符合大多数游客的度假需求。目前，海木

源景区已打造了毛斜民俗村、儿童游乐园、花海景观区、农

业采摘园、美食一条街等项目，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

8 月 6 日，家住南昌市西湖区的胡女士在京东小时购

上一次性下单了 3 盒共 18 支脆筒冰淇淋和两箱无糖可

乐，她笑称，这是应对高温天气的“储备粮”。这是本轮高

温天气开启以来，南昌市民冰品冷饮购买需求激增的一

个缩影。京东超市数据显示，7 月下旬，江西消费者购买

纯净水、花果茶、碳酸饮料等清凉饮品环比增长 31%，其

中，雪糕销量同比增长 115%。

炎炎夏日，一杯凉饮下肚是许多人解暑的选择，以新

茶饮品牌古茗为例，其 7 月新上线的一款饮品超 A 芝士

桃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门店就卖出超 300 万

杯。其中，南昌销量超过 10万杯。

“家里每天都要煮一锅绿豆汤消暑。”在中山路天虹

超市购买绿豆的万大妈告诉记者，绿豆汤是南昌人消暑

的标配。据悉，该超市七月绿豆销量环比增长 278%。

8 月 6 日，记者走访超市和家电卖场发现，电扇、空

调、凉席等清凉商品销售同样火爆。

在西湖区老福山苏宁电器卖场内，市民郑先生正在

挑选空调。“家里的空调用了 10 年，制冷效果不太好，想

换台新空调。”

苏宁易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苏宁易购家用空调

销量同比增长 52%，空气循环扇销量同比增长 68%，大容

量冰箱及冷柜销量同比增长 34%。除了“买买买”，空调

清洗和维修的需求也大幅增长。

受高温与强紫外线影响，美妆防晒商品也深受消费

者青睐。8 月 7 日，记者走访美妆店发现，各式各样的防

晒用品占据了柜台主要位置。在胜利路步行街一家美妆

店内，琳琅满目的防晒产品摆满了三个柜台。“从五月份

开始，店里的防晒霜销量就明显增长。”美妆店老板王女

士说。

京东新百货数据显示，江西省内，兰蔻、百雀羚、水宝

宝、大宝、黛珂等品牌的防晒霜和防晒乳成交额同比增长

均超过 100%。

“不能出远门旅行，孩子们天天闷在家

里很难受。去户外支个帐篷露营野餐，大人

孩子都很放松。”8 月 8 日傍晚，带着家人在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洗药湖管理处高路入云

端观景台露营的闵女士边搭帐篷边说。一

片绿地、一顶帐篷、一桌美食，和家人、好友

一起享受美景、谈天说地……这是时下最火

的短途休闲方式——露营。各式各样的帐

篷火热销售，各种露营地、烧烤基地生意火

爆，露营经济成为旅游消费新热点。

高路入云端观景台位于罗汉峰峰顶，海

拔 816 米，被誉为南昌最高的自然观景台。

每年 7 月至 10 月，都会有大量游客前来避暑

游玩，迎着微风，俯瞰夜景，心旷神怡。

王先生是一名露营达人，他和朋友正忙

着搭帐篷。“本来想过来看日落的，结果来晚

了一步，有点遗憾。不过，明天早上还可以

看日出。”王先生笑着告诉记者，他是先过来

占位置的，没想到人这么多。

同样喜欢露营的南昌市民严永刚介绍，

在疫情当下，露营是比较好的户外休闲方

式。“近距离亲近大自然，约三五好友聊天喝

酒，自由自在。”他说。

据了解，今年暑期，高路入云端观景台

每天露营游客约 300 人，最多时达 1000 余

人，不仅带动了人气，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

一定的经济收入。每天有 20 余名村民就地

摆摊，出售自家的农产品等，每月人均可增

收 1000余元。

在赣江边，从摩天轮到长天广场的滩涂

上，一顶顶帐篷成了一个个移动的家。游客

笑称，有水有草的地方就有帐篷。

针对露营走红的原因，业内人士认为，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非必要不出

行”影响了很多人的远途旅行计划，露营也

就成为“替代品”：不用跨市或者跨省，也不

用跋山涉水，就能偷得浮生半日闲。此外，

私家车的快速增长，城乡公路、基础设施、移

动网络和关联产业的逐渐完善，也进一步助

推了露营经济的兴起。

露营旅行，亲近山水自然
本报记者 邹晓华

8 月 7 日，夜幕刚刚降临，南昌华侨城玛

雅乐园内人声鼎沸。岸上，欢乐大巡游为游

客营造异国风情；水中，“太阳神”舞台上，伴

随烟花、灯光等特效组合，热辣桑巴、互动电

音等节目纷纷上演，为数千名游客开启了一

场盛大的夏日派对。

一江之隔的国体华清水世界，同样热闹

非凡。大喇叭滑梯、冲天大回旋、东南亚水

寨等，每一个热门项目都吸引了众多游客体

验，大家在冲浪嬉戏中尽情享受水上狂欢。

今年夏季，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冰西

瓜+空调+WiFi”已满足不了南昌市民的降

温需求，既能感受清凉，又充满趣味的水上

娱乐项目受到大家追捧。

这个暑期，市民刘先生已经两次带着家

人来玛雅乐园游玩。“这里有数十种水上项

目，大人和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非

常好玩。”刚刚从造浪池中上岸的刘先生意犹

未尽，转身走向“亚马逊蛇王”游乐区，准备体

验一把从21米高点一泻而下的刺激。

“作为全省最大的水上乐园，今年我们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充分抓住暑期这个黄金

消费期，在做好既有游玩项目服务的同时，

加强创新，不断满足游客的新需求。”玛雅乐

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游玩体验方面，该园

引进全球人气 IP“Smiley World”，设计了百

余处打卡点，布置了上万个笑脸气球等氛围

装置，让欢乐随处可见。在营销方面，乐园

面向市场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并持续通

过线上平台引流，吸引了全省各地的游客。

据统计，7 月份以来，玛雅乐园每天都

会 接 待 数 千 名 游 客 ，高 峰 期 达 到 1.5 万 人

次。“每天 18 时至 21 时，游客最为集中。我

们让水经济与夜经济充分融合，增加消费体

验项目，加强游客互动，给大家带来源源不

断的新鲜感。”该负责人说。

国体华清水世界紧邻地铁 2 号线国体

中 心 站 ，交 通 便 利 ，同 样 吸 引 市 民 纷 至 沓

来。“我平时就习惯在国体中心锻炼。到了

夏天，就带着孩子一起过来，打完球后再到

华清水世界感受清凉，一站式满足运动和娱

乐的需求。”市民吴先生说。

“我们不仅有雪橇滑梯、螺旋滑梯、巨兽

碗等惊险刺激的项目，还有环流河、水疗池

等安静休闲的项目，并不定期举行泼水节等

特色风情活动，让游客的游玩体验丰富多

彩。”华清水世界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保障游

客安全，乐园引进国外先进水处理技术，配

备国际先进的水循环、净化系统，为游客提

供洁净放心的水上游乐环境。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当夏日的晚风吹

过岭秀湖畔时，岸边磨盘山森林公园门口的

夜市便逐渐热闹起来。冰凉粉、冰绿豆汤、

冰沙、凉皮……各色清凉美食引得路人纷纷

驻足。伴随着“微信到账”“支付宝到账”的

提示音，以及摊主热情的吆喝声和顾客的欢

声笑语，人间烟火气扑面而来。

“这里有吃的，有喝的，还有玩的，是夏

夜纳凉的好地方。”市民罗女士笑着说。

为了丰富市民夜生活，点燃城市夜经

济，从今年 6 月开始，南昌市湾里管理局站

前街道就在八面山路次干道、磨盘山森林

公园空地等合适位置设置摊位 30 余个，售

卖各种小吃、饮品以及玩具、服装、创意手

办等。

记者现场走访发现，这些摊主大部分是

“90 后”与“00 后”。与传统摆夜摊不同，这

些年轻人的加入，赋予了夜摊经济新的活

力，在“贩卖”夏日夜晚的美好与浪漫的同

时，还能让市民在街头巷尾寻找到一份属于

自己的人间烟火。

“00 后”摊主吴剑是一名准大学生，高

考结束后，他就约上 4 个同学，晚上来摆摊

卖“西瓜椰汁啵啵”。

“老板，来一份冰粉，多加点红豆。”吴剑

的摊位对面，同样是一名“00 后”摊主潘嘉

乐。很快，一碗晶莹剔透的冰粉被撒上红

豆、葡萄干、椰子片等十余种小料，再淋上一

层红糖和桂花酱，看上去格外清爽可口。“在

网上看到许多人来这里摆摊，我也尝试着来

这里卖冰粉，体验生活的同时，也可以赚一

点零花钱。”潘嘉乐笑着说。

在众多的摊位中，有一处被色彩艳丽的

氛围灯包裹着的冰沙摊，吸引了不少人。今

年 27 岁的摊主周梅对记者说，她是一名房

地产从业人员，平时喜欢自己制作果汁茶。

“摆了一个月的摊，生意很好，我现在一个人

忙不过来，就叫了我的姐妹来帮忙。”周梅

说，她平时边摆摊边在抖音上直播，吸引了

不少顾客。作为夜市生意火爆的摊主之一，

她一晚上能卖出几十杯果茶冰沙，营业额超

过 600元。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这条人潮涌动的

“夜摊一条街”十分整洁。“我们按照统一设

置地点、统一经营时间的标准，对每个临时

摊位的卫生、整洁、美观都作了严格要求。”

站前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张一斌告诉

记者，每天晚上，城管、治安、保洁人员都会

在此开展巡查，落实安全、市容环境、垃圾分

类等工作。

夜市休闲，品尝清凉美食
侯艺松

避暑若有方，处处皆清凉

摊主周梅每晚都要制作数十杯果茶冰沙。 侯艺松摄

游客在南昌华侨城玛雅乐园内冲浪嬉戏。本报记者 陈 璋摄

外地游客体验竹林漂流。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高路入云端露营现场来了许多避暑的游客。 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

市民正在超市内挑选西瓜。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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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派对，尽享夏日狂欢
本报记者 陈 璋

竹林漂流，感受惊险刺激
本报记者 徐黎明

防暑产品，销量持续走高
本报记者 蔡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