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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 100-2000升的设备，占

地仅 6-100 平方米；该设备既可

生产啤酒、黄酒、米酒、葡萄酒，也

可生产白兰地、威士忌等优质白

酒；京德啤酒可桶装也可瓶装，既

适合开办京德啤酒专卖店、京德

啤酒花园等，也可送往酒店、歌舞

厅、夜市摊、烧烤店、大排档等；京

德工坊啤酒原材料采用纯天然澳

大利亚大麦芽、德国啤酒花和比

利时酵母，不用其他添加剂和化

工原料，口感纯正，营养价值高，

投资小，见效快，是大学生、转业

军人和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的好项

目。京德啤酒设备已销往全国 30
多个省市并出口美国、德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促成了上万人

成功创业。现诚招各县乡独家代

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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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好项目

时尚生活

本报记者 胡楚强

入伏以来，我市开启“烧烤”模

式。

奈何“体感温度”居高不下，很

多人选择了“宅”：吃饭购物网上解

决，社交活动能免则免。记者走访

发现，这种生活方式直接催火了网

购、快递、移动直播等“宅消费”，宅

人经济走红。

以往，出门花钱，居家省钱的消

费模式已悄然发生改变。

空调销量增三成

户 外 骄 阳 似 火 ，室 内 冷 气 扑

面。宅在家里吹空调、开电扇成为

不少市民纳凉首选。

8月 4日，记者在新华城市广场

内看到，每个品牌的空调专柜里都

有不少顾客。美的空调专卖店销售

员边开销售单边告诉记者，7 月以

来，空调销量持续上升，增长 30%左

右。最多的一天，售出的空调达百

余台，空调安装工一天要安装 10多
台空调。

为了“宅”得舒服，人们在装备

上也越来越追求舒适、健康。记者

走访各大家电卖场发现，WiFi远程

控制、语音、红外人感等逐渐取代

“价格”成为商家宣传的关键词。同

时，针对健康功能竞争也十分激烈，

围绕蒸发器自清洁、清除 PM2.5、除
湿加湿、除菌等技术也被越来越多

的空调品牌采用，大有成为标配的

趋势。

在各大超市内，各类竹编冰丝

的凉席、凉枕、凉被等夏令商品都被

放在显著位置，纷纷打出各类优惠

价。

外卖订单翻一番

8月 5日 8时许，在七一路襄阳

红牛杂面店，30多岁的美团跑男王

师傅在等服务员打包的间隙，不断

地语音回复公司派单，额头上渗出

细汗。“以前一天送 20多单，最近每

天平均 50 多单。从早上七八点一

直送到晚上 10点多，有时候连吃饭

时间都不能保证。”

除餐饮外卖外，网上购物也异

常火爆，特别是办公室一族以及暑

假在家的学生，成为网购主力军。

90后陈先生告诉记者，除了上

班，现在基本可以足不出户，连米、

面、油等生活用品都会从网上购买，

“同城快递最快半天就到了，又快又

方便，最重要的是舒服。”

市邮政管理局数据显示，6 月

份，全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846.00万件，同比增长 42.27%；业务

收 入 完 成 0.6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94%。

从“宅得住”到“宅得有趣”

除降温装备、吃饭、购物等基本

消费外，宅在家里如何打发时间也

带火了消费。

根据国内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公

司 QuestMobile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

“宅经济”月活跃用户数为 8.34亿。

其中，手机游戏用户则增长了 1800
万、电子书用户增长了 1400万。

80后李先生是一个游戏迷，从

电脑游戏到手机游戏他都有涉猎，

“天气热，去哪儿都不如在家玩游

戏。通关升级需要装备，7月份在游

戏上的花费超过 1000元。”

“吹着空调追着剧，想想就幸

福。”上班族曾女士说，为了追剧她

刚刚开通了优酷、腾讯、爱奇艺 VIP
会员，还会在一些小说论坛里充值，

花了三四百块。”

此外，还有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以及各类直播也在抢夺“宅消费”商

机。 张女士是一位全职妈妈，带孩

子之余，她最喜欢就是在家刷抖音，

“经常一刷一整个下午就过去了。”

南阳师院经管学院张老师表

示，炎热的天气看似减少了户外消

费，实际上创造了气候商机。随着

“互联网+”消费模式的快速发展，

宅消费逐渐从“宅得住”到“宅得有

趣”转变，从吃穿用延展到移动直

播、短视频、兴趣社交等领域，期待

商家用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适

应并引领消费新需求，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

上图：疾行中的外卖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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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养生首推清热，南阳张仲

景国医院马仁立推荐夏天可多吃花

菜、金针菇、菠菜、南瓜 4种食材，除

了都具清热功效之外，花菜能生津

止渴；金针菇能补气养血；菠菜则能

润肠通便；南瓜可补中益气。

花菜 生津止渴

有白、绿两种，有增强食欲、生

津止渴、解热毒等功效，同时也含丰

富的维生素 C、B群、胡萝卜素。

材料：白花椰菜及绿花椰菜各

一碗、枸杞及黄椒各半碗，适量盐、

太白粉、沙拉油、苦茶油及香油。

做法：炒锅中放 沙 拉 油 ，将 食

材与盐、苦茶油、香油一起翻炒，最后

加入些许太白粉水，稍微勾芡后即可

食用。

南瓜 补中益气

具补中益气、润肠通便等功效，

含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素，也含丰

富胡萝卜素，能保健视力、改善血

糖、强心固肾等。

材料：猪肉丝、南瓜丝、包心菜

丝、芹菜丝各 1/4 碗，葱段、虾米、香

菇丝适量、猪骨头 1碗、米粉 1斤、调

味料。

做法：猪骨、米酒加水熬煮 45
分钟。爆香葱段、虾米及香菇丝后，

放猪肉丝、南瓜丝，加去骨高汤及米

粉，煮滚后调味即可。

菠菜 润肠止渴
可补血润肠、止渴，为避免菠

菜中的草酸与钙形成草酸钙盐，建

议先以热水汆烫，去除草酸再食

用。

材料：菠菜 4 两、鳕鱼片半碗、

米饭 2 碗、猪大骨 1 斤、蛋汁 1 碗、米

酒 1汤匙、适量盐及香油。

做法：菠菜汆烫备用；将水与大

骨煮 1 小时，去大骨加饭煮粥，加菠

菜、鳕鱼片、蛋汁及调味料。

金针菇 清热解忧
可补气养血、清热去湿、解除忧

愁愤怒，也含蛋白质、胡萝卜素、纤

维质、钙、磷、铁等营养素。

材料：金针菇 1 碗、山药半斤、

猪肉丝半碗、红枣 6个、姜 3片，适量

米酒、太白粉、香菜、盐及香油。

做法：肉丝加米酒、太白粉及盐

拌匀，加水及红枣炖 1 小时，加其余

食材煮滚调味即可。

夏季养生四食材

本报记者 张 松

正值三伏天，气温居高不下，不

少人选择在健身房挥汗如雨。日前

记者走访了解到，进入夏季以来，居

民健身势头高涨。

在市区一家健身馆里，几名健

身达人在跑步机上快步疾走，旁边

还有人练哑铃、举杠铃。在动感单

车训练房里，伴随着节奏感强烈的

背景音乐，十多名顾客在教练的带

领下，做着锻炼动作。

“每天都会在健身房骑半个小

时的动感单车，然后再游个泳。”居

民高红说，以前晚饭后，经常去白河

边跑步，最近天热，他都到健身房健

身，“健身的人多，来晚了，可能就找

不到位置了。”

该健身房负责人说，进入夏季

以来，前来健身的人不减反增，主要

以上班族及放假的学生为主。

走访中，经营者们纷纷表示，近

一两年，参与健身的居民数量明显

增多。不少人健身不光是为了减肥

塑形，更是对个性化健身需求越来

越细化。

居民刘女士今年就参加了私教

课。“交钱的时候也犹豫过，但上课

后明显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感觉这

个钱还挺值。”刘女士身高 1.6米左

右，健身前 54公斤，想要练成“马甲

线”，但不知道怎么练，所以请了私

教。上了两个多月的私教课，目前

的效果她非常满意。

私教一般都是一对一服务，而

且顾客需求也比较细化，因此价格

较高，不过市场需求并不小。此外，

私教可为顾客量身订制健身计划，

定期对顾客的身体指标进行测量，

随时给予健康指导。

为赢得消费者青睐，健身房还

想方设法通过提高软硬件环境等方

式吸引顾客。不仅设置有氧运动器

械区等，还设置了休闲区等服务区

域。同时，不少健身房还会添加每

一位顾客的微信，遇到新的健身课

程安排，会提前通过微信通知大家，

吸引顾客前来健身。

走访中，不少健身教练说，夏季

因其独特的季节性，比冬天更适合

运动。夏季锻炼的关键是要选择适

合自己的健身方式，多做“温和运

动”。

业内专家表示，“温和运动”的

形式有很多，如快走、慢跑、健身操、

游泳、骑自行车、爬山等，它们的共

同特点是低强度，有节奏，长时间，

不间断，无高难技巧，易坚持。大家

可以按各自的喜好选择，但应以每

次运动后不感到疲劳为宜。

夏 日 点 燃 健 身 热 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