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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七月，青海省海南
州青海湖畔的万亩油菜花竞
相盛开，在湛蓝湖水的映衬
下格外迷人，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观赏。

王建安摄
（人民视觉）

近日，亚洲书店论坛在成都举
行，与会者就实体书店的社会功
用、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等话
题展开深入讨论。有人指出，书店
从复合业态发展到创新设计的理
念，代表了世界实体书店的未来潮
流。对此，也有不同声音认为，时
尚书店徒有其表，那里没有爱书的
店主，取而代之的是懂得经营的经
理。更有人嗟叹，时尚书店正在杀
死书！

提及实体书店，如今人们似乎
总会习惯性地报以一声叹息。然
而，放眼全国不少大城市，一些网
红书店正在以另一种姿态为城市文
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它们凭借别具
风格的装修、装帧精美的图书和充
满情调的简餐，赢得了众多年轻人
的青睐，甚至成为很多文艺青年心
中的“圣地”。这些先行者的破局秘
诀在于朝着多元生意跨界：不只卖
书，还卖周边产品，不只开书店，
还做文化空间。

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书店的这
种“不务正业”？书店书店，终究是
店，回避不了营利的现实问题。倘若
卖咖啡、办活动能够帮助其“续命”，
倒也无可厚非。而多条腿走路的模
式成功把人吸引过来，也证明阅读还
可以流行，爱书人依旧不在少数。

一些人之所以发出批评声音，
很大程度上是表达一种忧虑，担心
时尚书店只顾外表光鲜，丢了立足
之本，成了名不副实的“假书店”。
但在笔者看来，富丽堂皇也好，简
陋寒酸也罢，书店终究是一处读书
卖书之所。图书会不会被杀死，阅
读能否真正流行，不取决于书店，
而取决于书和读者，本质上更取决
于书的品质，取决于书能不能受到
读者欢迎。时尚书店并无“原罪”，
真正令人遗憾的是书店里的那些

“假读者”。不得不说，不乏一些人
爱把时尚书店当做文化景点，他们
来这里“醉翁之意不在书”，而在借
上几分文气装扮自己。书店窗边，
昏黄灯下，摆上一本闲书、一杯咖
啡，拍上一组照片，配上一段鸡汤，
一条朋友圈就齐活了。重庆一家“最
美书店”的店主就吐槽，大量这类顾
客造成的喧闹，影响了真正看书者的
阅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揶揄时尚书店成了“书籍照
相馆”，不如反求诸己，摒弃浮躁，还原读书的本质。文
学评论家潘凯雄曾打比方说，“你打开不同的书，如同进
入不同的城堡，没有你的允许，别人是进不来的，你是
这个城堡的国王。”读书不是作秀，书店也不是秀场，知
识不会馈赠那些急功近利的人。人与书，才是书店真正
的灵魂；思考与感悟，才是最美的阅读。这个快速变革
的时代，尤其需要一种内在的定力和沉静的品格，而读
书，正是我们达此境界的重要途径。这种潜移默化的获
得，会让人受益无穷。

去年上海书展序馆内的上海最美书店摄影展中，获
得第一名的是一幅名为 《书香加油站》 的作品。它似乎
并没有其他作品那么惊艳：嘈杂的虹桥火车站候车大厅
内，简单的方形红色书屋，被温暖明亮的黄色灯光所笼
罩。人们在其中阅读，仿佛忘记了世界。这何尝不是一
个隐喻——书店之美，或
许不在颜值，而在于它让
人与书相遇；阅读之美，
不在别人眼里，而在我们
内心的那份满足。

（据《北京日报》）

在山西省忻州市芦芽山人造冰洞内，人们身着厚厚
的棉服游玩避暑。 韦 亮摄 （中新社发）

“园博盛会美如画，生态衡水迎客
来”。近日，由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主办、衡水市人民政府承办的河北省
首届园林博览会，在美丽的衡水湖畔召
开。本届园博会以“湿地园林·休闲湖
城”为主题，以“创新、生态、多趣、
持续”为宗旨，旨在打造一届具有衡水
特色、精彩纷呈、别具一格、永不落幕
的园林博览盛会，让游客在衡水湖之滨
开启一段全新的园林体验之旅。

■“四园合一”绿色发展

走进位于衡水市滨湖新区的园博
园，“天蓝、地绿、水清、气爽、花美”的生
态园林如一幅大美的五彩画卷徐徐展现
在八方来客面前。据介绍，园博园园区
规划总面积 254公顷，总体格局为园博
园、湿地公园、马拉松广场和荷花公园

“四园合一”。其中，园博园主园区占地
89.19公顷，建设绿地67公顷，水面6.2
公顷，种植大型乔木 1.7 万余株，重点
建设主展馆、滏阳楼和景观天桥等 3大
建筑以及遍布主题园区、城市园区、企
业园区、县市区园区等园区的 36 座展
园，集中展示燕赵园林景观艺术。

如此大面积的城市湿地园林正是衡
水良好生态环境的体现，也是衡水的一
大独特优势。“湖是城市名片，湿地是特
色资源。”衡水市市长王景武介绍说，
作为雄安新区正南方向的第一个设区
市，衡水生态环境优美，位于主城区的衡
水湖是国家级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
蓄水面积 75 平方公里，有 310 种鸟类、
383种植物，被誉为“京津冀最美湿地”。

实际上，在筹备此次园博会之初，
衡水就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高水平运营，着力打造一批让人眼前一
亮、耳目一新的“靓丽之作”，尤其注
重倡导绿色、打造生态园博。衡水以展
示园林景观艺术和城市园林绿化成就为
主要内容，突出衡水湖“绿”“水”元素，
适当引进玉兰、樱花、芍药、迎春等花木，
实现绿化、美化、香化，构建丰富的植物
层次；改善城市植物配置和空间结构，
大面积植树造林，建设万亩花海，构建

“城在绿中、人在画中”的效果。
为了更好地丰富园博会内涵、提升

园博会影响、放大园博会效应，自 7月
15日至9月30日，衡水市精心策划了一
系列活动，例如国际商务洽谈会、协同
创新论坛、湿地园林与生态城市建设研
讨会等。

■区位优势吸引客来

衡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相
传轩辕黄帝划野分州，天下九州，冀州
为首，衡水主城区处在古冀州核心地
带，现在仍保留“冀州”这个名称的是
衡水的冀州区，河北简称“冀”也源于此。

就地理位置来看，衡水位于河北省
东南部、雄安新区正南方向，交通区位
优势明显，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王景武
表示，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以
及石济客专、京衡高铁等重大工程推
进，衡水发展步伐日益加快，滨湖新区
被列入河北省第一批承接非首都功能疏
解“微中心”。此次园博会的举办，更
将推动衡水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依湖
而建、湖园相映的河北省园林博览园，
将推进京津冀生态腹地建设，带热“休
闲衡水、畅游周末”“民俗音乐之旅”
等多条旅游路线。

当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
衡水正在积极发挥自身产业优势，加速
形成产业集群。目前在衡水，丝网、玻
璃钢、铁塔钢构等特色产业正在加速转
型升级，以大数据为重点的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也在培育
壮大。全市有 8 家省级开发区、5 家省
级高新区，具备了对产业和项目的强大
承载能力。

衡水市委宣传部部长马福华表示，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倡
议深入实施，特别是雄安新区的规划建
设，衡水作为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后
花园”和“近邻区”，一系列政策叠加效应
正在加快释
放，众多企
业纷纷抢滩
衡水，衡水
必将成为京
津冀协同发
展中一颗璀
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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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进入“烧烤模式”
“高温经济”清凉消费清凉消费

赵鹏飞 甄艺博 王时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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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消费空间大

近期，我国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让人感到酷暑难
耐。中央气象台 7 月 17 日继续发布多地高温橙色预警，
并且预计在未来 10天里，大范围高温天气仍将主宰我国，
高温日数普遍可达 5 到 9 天。“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每
天回家路上都要买一瓶冰水解渴降温，只想待在房间里
吹空调。”在北京的一家超市里，一位正在买冰镇矿泉水
的顾客说。

笔者在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商家大多将夏季清
凉产品摆在显眼位置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清凉一夏”

“幽幽夏日”等成为主打标语。同时，由于高温天气持续
不断，防暑降温的清凉消费火热起来，家电销量大增、
防晒用品受热捧、冷饮水果受欢迎、快递外卖行业生意
火爆、国内外避暑胜地迎来旅游旺季。

一位外卖送货员向笔者表示，高温天气下他接到的
外卖订单甚至比平时多了一倍。“工作日的订单主要是送
到各个单位，周末主要是送到消费者家里，订单多的时

候忙得连轴转。”持续的酷暑天气催热了外卖服务，带动
了“高温经济”的发展。

“清凉是消费者每到夏季都会有的需求，不同的年份
有不同的表现。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商家每年会推出新
的清凉产品，这些产品涉及多个行业、多个领域，发展
空间很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研
究员赵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人
们的清凉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夏季消费市场表现抢眼。

避暑产品花样多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个性需求的增长，人们对清
凉产品的选择标准越来越高。“高温经济”带来的避暑产
品也随之愈演愈新，在市场上“争奇斗艳”。

“绿色、营养和健康，正在成为众多避暑产品的附加
属性。”赵萍表示，近年来，很多商家创新清凉消费的理
念，在清凉产品生产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例如，前几年
市场上流行的含氧水，采用氧气富集工艺，在纯净水中
溶入氧气，使氧气含量大于普通水，这一新兴消费逐渐

形成一股新潮流。与此同时，消费者对清凉产品的需求
也不仅仅局限于“清凉”这一概念。例如，在购买空调
时，除制冷、制热这些基础功能外，消费者还会关注空
调是否具备负离子加湿等功能。商家和消费者的这一联
动作用，促使高温经济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

“在炎热的夏天，‘高温经济’对旅游业发展也起着
巨大的推动作用。”赵萍指出，一方面，城市旅游中的商
场经济火热，特别是在饮食上，各种口味的饮料和冰品
不断推出，靠创新吸引游客；另一方面，人们不再一味
地前往参观名胜古迹或南方的滨海城市，而是更多将目
光转向了北方的一些地区，以达到避暑目的。

有统计显示，中国夏季最受欢迎的三个景区分别是
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和长白山。以呼伦贝尔草原为
例，这里夏季气候宜人，芳草如茵、景色秀丽，平均气
温不到20摄氏度，成为不少游客避暑旅游的好去处。

厂家瞄上“热”商机

“进入 7月以来，电风扇和空调的销量上升明显，尤

其是入伏之后，多的时候每天可以卖出几十台，同比增
加了 30%左右。”一家电器销售店的老板告诉笔者。不
过，在必要的防暑降温需求之外，很多消费者由于难以
忍受酷热天气，将过多的金钱花在空调、冷饮上，“冲动
消费”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对此，赵萍说：“任何消费都存在冲动和理性的因
素，否则很难构成消费行为。由于天气太热，可能一些
消费者觉得空调不够用，想换个功率更大的；饮料喝腻
了，想换种新鲜的口味，这都会激起更大的消费欲望。
但只要消费者保持理性的心态，不让冲动所占的比重过
高，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冲动消费’还是可以接受的。”

“高温经济”源于酷热天气下一些商家从中发现的机
遇，而极端天气本身会给农业、电力、工业生产安全、
食品安全等方面造成影响。有消息称，持续的高温天气
对于各地的城市用电负荷也是一种挑战。例如，入夏以
来，北京电网最大负荷一度达到 2254万千瓦，再创历史
新高，其中52%的电力是空调消耗的。

赵萍说：“希望有关部门有更好的政策落地，以应对
当前高温天气。在商家方面，高温天气下的劳动保护以
及产品安全监管是重中之重。除此之外，为老百姓普及
一些健康养生常识也是很有必要的，例如高温天气下如
何避暑、哪些饮品有助于解暑等。”

时事点评时事点评

近期，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温节节攀升催热了清凉消费，也带火了“高温经济”。饮料凉茶、空调风扇、凉席

凉垫等夏令用品一路走俏，防晒霜、遮阳伞、遮阳帽等防晒商品销量大增，与避暑纳凉相关的旅游活动也都大受欢迎。

业内人士指出，清凉消费是夏季消费市场的主要特点。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更新和商家清凉产品的创新，“高温经

济”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清凉消费有利于商家发掘商机，也有助于消费者避暑纳凉，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应理性消

费，追求健康生活。

河北衡水︰
生态园博成为靓丽名片

本报记者 李晓宏

图为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