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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届 中天汽车杯

“拍出精彩”摄影比赛

参赛作品可发邮箱至rb_blzk@163.com
咨询电话：刘克林 13506146683（微信）

市职工摄影协会近期积极
组织会员，参加市内外各种摄影
釆风活动，创作出不少佳作。图
为副会长顾晓惠在张家界国家
森林公园拍摄的天子山胜景。

刘克林/文 顾晓惠/摄

美不胜收天子山

本报讯 近 日 ，携 程 发 布《2018
世界杯俄罗斯旅游消费报告》：世界
杯期间预计有 10 万名中国游客赴
俄旅游、观赛，在各国赴俄游客中位
列前三，预计将给俄罗斯带来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的收入。记者从我市
旅行社了解到，虽然俄罗斯旅游人
气很旺，但其暑期旅游的价格却仍
保持着不错的性价比，纯旅游线路
更受欢迎。

据了解，俄罗斯对中国目前实行
团队游免签，最少成团人数仅为 3
人。为了吸引球迷，俄罗斯更在本届

世界杯期间实行凭 FAN ID（球迷身份
证）免签入境政策。我市旅行社相关负
责人介绍，一般旅行社就只负责门票、酒
店、签证的打包服务，正常情况下每个人
赴俄观赛一周的费用在两万元左右。今
年世界杯观赛产品目的地相对单一，主
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自由行人
数比例很大，由于 FAN ID 的免签机
制，让更多球迷可以自行前往观赛，而不
需要通过旅行社。

从市场情况来看，7 月份整体旅游
市场已经进入暑期旺季阶段，很多热门
线路的价格都有所上浮。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被世界杯带火的俄罗斯，仍有相对
实惠的线路可选。例如，7 月初去往莫
斯科、圣彼得堡的 9 日游，涵盖了红场、
冬宫、夏宫、卡洛明斯克庄园、军港等主
流景点，报价最低只有 6500 元左右，相
比之下，出发日期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
产品价格相对稍高一些，普遍在8000元
以上。业内人士介绍，俄罗斯游今年的
走向与其他暑期热门线路类似，价格高
峰出现在 7 月中下旬，因此，相比之下，
价格较低且世界杯比赛还未结束的7月
初出游，性价比更为明显。

（杨成武）

世界杯带热赴俄游

这样的酷暑天，很多人都以为，
解暑最好的水果是西瓜。要这么说
的话，你可真算不上是一枚货真价
实的吃货。知道吗？夏天最解暑的
水果之王，应当属当下已开始成熟
的翠冠梨。

翠冠梨人称“六月雪”，每年 7
月下旬成熟，果皮细薄，肉脆汁多，
口感鲜嫩，香气诱人，核小无渣，堪
称“梨中之极品”。焦溪翠冠梨是种
植在江苏省常州市焦溪镇的一种特
殊品种的梨，不同于市场上平时买
的砀山梨、丰水梨、水晶梨，虽然长
得不是特别漂亮，但内在特别“美”，
皮薄、肉白、汁水多，果肉还特别的
细腻，核小不说，从果肉一直吃到核
都是甜蜜蜜的，没有一丝酸味。那
个汁水多得只要牙齿碰到，水就出
来了。

小编了解到今年汛期雨量少、
光照足，且早晚温差大，有利于翠冠
梨生长，口感比往年更清甜。此时，
梨园里已是热火朝天，翠冠梨迎来
了上市的黄金期。去年天宁区进一
步加强了对梨农的种植技术指导，
共组织了10次培训，邀请了西安农
大、南京农大的专业教授及种梨大
户传授技术经验，今年的翠冠梨预

计普遍都结到了8两左右。
自2014年开始，常州邮政已经和

当地合作社共同开发焦溪翠冠梨项
目，如今已走过四个年头，运作经验成
熟，服务品质有保证。这4年里，种植
翠冠梨已是焦溪农民的主要致富途径
之一。为了提高梨农收入，常州邮政
开拓“互联网+实体”模式，利用邮乐
网、“邮掌柜”“邮常州”“常州日报”等
线上资源，以及邮政网点等线下渠道，
大力推广翠冠梨，帮助农民开辟网络
销售渠道。

焦溪翠冠梨上市时间约为 7 月
25日，市民想要吃到焦溪翠冠梨，7月
中旬起即可开始预订。今年销售的翠
冠梨规格有普通型和精品型两种，每
箱均为8只，普通型单只净重6.5±0.5
两，48 元/箱；精品型单只净重 7.5±
0.5，58元/箱。如果市民不愿出门，可
以通过江苏邮政的“邮乐江苏”线上商
城下单；想要到实体店选购，也可以到
全市邮政网点订购。如果你想寄给外
地的朋友，常州邮政也可以提供寄递
增值服务，寄递范围包括安徽、上海、
浙江、山东、河南、湖北、江西、河北、天
津、福建、湖南。

邮 乐 江 苏 网 址 ：http://js.ule.
com/

现场采摘，实体店买，还能网购送到家

高温让今年的焦溪翠冠梨更甜

本报讯 最近，一款造型可爱的
共享智能儿童推车出现在九洲新世
界商场内，其车身采用“超级飞侠”
IP 中的“乐迪”形象，吸引了众多小
朋友和家长体验。“平时出门带着推
车不方便，商场里也很少有儿童推
车，这种扫码租用的儿童推车可以
说非常方便。”

记者看到，这种名为“小木马共
享智能儿童推车”的使用说明上介
绍，用户先通过微信扫码，绑定手机
号和缴纳押金后即可开锁，使用过
程按时计费，每 15 分钟收取 3 元租
金。在用户进入商店需要暂时停车
时，可按车上的暂停按钮，扫码即可
继续使用。在商场的部分手扶梯出
入口设置了借还点，用户使用完毕
后，可在任意一个地方借还，押金随
时退还。此外，用户可通过小木马
的小程序和公众号使用室内导航功
能，提高购物效率，改善购物体验。

据了解，这种共享儿童智能推
车主要针对 2 岁至 7 岁儿童。儿童
座位前方可设置显示屏，用于播放
早教类节目、动漫与益智类游戏。
在家长一侧，推车把手处拥有家长
观察窗、物品收纳篮和手机充电处，
家长一旦松手，车辆便会自动刹
车。另外，推车具有定位及报警功
能，小木马能够随时跟踪车辆的运
行情况及上报故障，若没有按照规
定地点停放，则会收取调度费；若离
开了投放地点，车辆会自动报警。

对于这款造型卡通可爱、自带
儿童娱乐设备的“共享智能儿童推
车”，坐在车里的娃娃们自然是乐不
思蜀。商家表示，通过共享收费这
种模式，可以提高儿童推车的流转
率，同时降低管理成本。那么，常州
家长们会买单吗？一位孩子的奶奶
说：“年纪大了，抱孩子出门，可以扫
码租一辆，省的带儿童车了。”记者

随后又随机采访了一对推自家小车遛
娃的家长，他们认为商家的概念和想
法值得肯定，“一些家庭不是电梯房，
带着孩子又要拿推车，尤其是对老人
来说，还是挺麻烦的。”

据了解，这种儿童共享推车在南
京、上海等地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已
经经过了多个购物中心的实验和运
营。短距离出行扫码骑共享单车，长
距离开共享汽车，逛街遛娃有了共享
推车，共享经济已经融入消费者出行
的各个方面。

近两年间，共享家族越来越壮大，
五花八门的共享产品纷纷亮相常州。
可见，当下共享经济、节能环保的理念
已经逐渐为大众所接受。后续还有哪
些全新的品类加入到共享大军，值得
期待。但与此同时，并不是任何商品
都值得“共享”，共享品类必须符合大
众的刚需，大众才愿意为此买单。

此外，对于许多共享品类来说，像
共享儿童推车、共享衣服等，还有很多
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共享充电宝使用
时爆炸了怎么办？共享儿童推车沾染
了细菌怎么办？共享衣服如何消毒？
以及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问题。另
外，和共享单车一样屡遭诟病的：一旦
公司停止业务，用户的押金是否安
全。不过，对于带娃逛街的家长而言，
带推车太麻烦，不带推车太累，或许共
享智能儿童推车的出现正迎合了这个
遛娃痛点。 杨成武 图文报道

“共享车界”又添一员

共享儿童推车来到常州

进入 7 月，随着学生群体逐渐开
启放假模式，各类商家把生意瞄向了
学生群体，一场关于争抢暑期消费的

“大戏”拉开帷幕。随着消费的升级，
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利用暑假让孩子
放松、减压，一项调查显示，在暑期出
行游客中，家庭亲子游比例占42.2%，
游轮线路、历史人文博物馆、海洋公
园、动物园、主题乐园、科学馆等最受
关注。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开阔视
野、技能培训已越来越被家长所重视，
如攀岩、射箭、钢琴等体验式、小众化
的消费成为市场新趋势。

电子市场抢占先机

记者走访发现，为了抢占“暑期经
济”的先机，很多商家在6月初就推出
了针对高中毕业生的促销优惠活动。
更有不少商家将参加中高考学生的准
考证、以及在校学生的学生证视为“优
惠券”，学生群体争夺战正在持续火热
上演。

据我市一家电卖场销售人员介
绍，倘若购买者持有学生证或准考证，
基本上每款笔记本电脑均可直降 500
元左右。以其中一款笔记本电脑为
例，该销售员介绍，该型号电脑原价为
5599 元，学生群体可享受 5199 元的
优惠价。对于大多数高中毕业生而
言，电脑、手机、相机被称作“大学必备
三大件”。在手机领域，一些国产品牌
由于性价比高、明星代言等，受到学生
群体的青睐。在vivo专柜，销售人员
表示学生群体可优惠。记者在 vivo
手机官网发现，该品牌 X21 型号内存
为“6G +128G”的手机售价为 3598
元，而该家电卖场专柜对于学生的优
惠价是3198元。该销售人员指出，现
在各个商家都在争抢暑期经济，现在
购买手机最为合适。

一位销售员透露，其实现在各个
行业的价格都很透明，为了把握住学
生群体，暑假期间会把优惠提到最大，
所以暑期对于学生群体而言绝对是出

手好时机。在暑期活动期间，虽然价格
是透明的，不能再便宜了，但是可以通过
送赠品的方式进行平衡。

亲子游、研学游受欢迎

对于暑期旅游，除了家庭自驾游以
外，我市各大旅行社早在 6 月中旬就已
经推出学生报名旅游大优惠的活动，如
持有学生证优惠、学生组团优惠等。暑
期旅游已经成为市民亲子互动的主要方
式之一，有不少家长都选择通过带孩子
外出旅行的方式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暑期出境游预订中，学生族、
亲子家庭预订人次占比达六成，儿童出
游群体主要集中在 6-15 岁的中小学
生。泰山、黄山等自然名胜，故宫博物
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人文古迹，迪
士尼乐园、长隆海洋王国等主题乐园都
是热门旅游目的地。“暑期是一年中的出
游旺季，也是学生族出游的高峰期，亲子
游、研学游等主题游十分火爆。此外，暑
假时间长、气温高，青岛、大连成为最受
欢迎的国内海洋游目的地。”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80 后”
家长正逐渐成为亲子游学的主力消费人
群。从旅游产品的内容上来看，现如今
各大旅游公司、第三方平台推出的旅游
线路也更加多元化、专业性更强，出行安
全方面也更有保障。

夏令营市场火爆

如今，美国、英国等地的夏令营项目
广受好评，通过让孩子们入住当地寄宿
家庭，短暂融入当地生活，孩子们能够在
英语语言环境中生活与交流。同时由专
门项目负责人全程带队，确保团队安
全。这种旅游+教育的模式目前在常州
具有一定市场，兼具互动感和参与感，从
而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以及团队意
识，受到很多家长欢迎。

市民张女士今年五月份为女儿报了
英国的游学夏令营，时间长达 10 多天。

“我去年了解过这种国际夏令营，不过
当时时间没来得及就没有报名。”张女
士表示，今年提前咨询，赶紧帮女儿报
名参加。旅行社表示，由于出境线路涉
及到签证、机位等问题，一般都会较早
推出。如果市民等到暑假再来报名，这
类线路往往已经满额，不得不选择国内
线路产品。

记者走访我市旅行社发现，夏令营
种类繁多，且价钱不一。从内容上看，既
有名校游，也有野外拓展训练、军事类
夏令营；从时间上看，夏令营多是 5—7
天游产品，但也不乏 10 多天的国际夏
令营。夏令营可满足大多数家长对孩
子成长不同期许的诉求。与常规亲子
游不同的是，研学旅游、夏令营的目标
客群为年龄在 6 岁至 18 岁的中小学学

生，是鼓励孩子独立行动，比起单纯的
游玩，家长更注重孩子在整个跟团过程
中学有收获。

但琳琅满目的夏令营产品，价格也
很“美丽”。动辄上万元的产品比比皆
是。相对来说，省内夏令营的价格比较
便宜，一般在两千元以内，而省外的集中
在三千元左右。国外路线相对偏高，价
格都在两万元左右。

学生成商场消费主力军

在如今的电商时代，暑期是实体商
场能抓住的为数不多的促进消费的机会
了。目前“80 后”成为新生代父母的主
力军，他们是极富个性的一代，逛商场不
再只是买买买、吃吃吃，而是更看重娱乐
体验、家庭体验。因此，乐园式消费、亲
子式消费越来越受欢迎。记者近日走访
发现，市区内不少购物中心都将商场变
成了“游乐园”。各大商场里，孩子都成
了主角，商场内的儿童配套设施，比例也
是越来越高，多种亲子活动纷纷上演。

在九洲新世界橙天嘉禾影院，记者
发现不时有年轻的学生三五成群地进进
出出。据影城工作人员介绍，进入 7 月
份以来，影院的观影人数及票房收入都
有了一个明显提高。一些大片、好片甚
至能够吸引“学生族”组团来看，将看电
影当作同学聚会中的一项活动。在假期
各大影院人气爆棚之时，游泳馆、健身
房、羽毛球馆等运动场馆也成为学生们
的主要活动地点。根据学生暑期的长
短，一些健身馆还为“学生党”提供特惠
月卡和季卡。这些优惠卡是专门为学生
们准备的，性价比极高。

杨成武/文 夏晨希/摄

体验式消费成主流

“ 暑 假 经 济 ”升 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