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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中国哪个城市的人最会养
生，很多人会说广州；要论中国哪个
城市的人最会过日子，很多人会想到
上海。

一项西洋参行业消费倾向数据
显示，以广州、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
市，西洋参消费习惯与国内二线及以
下城市，有颇为明显的差异，前者抢
走了80%以上的正宗花旗参，后者
却更愿意为便宜买单。

洛基山（福州）药业有限公司是
国内花旗参龙头，公司通过与美国参
农协会合作，每年从美国威斯康辛州
进口正宗花旗参多达200吨，超过了
全美花旗参产量的50%。

洛基山公司董事长江绍舒透露，
国内花旗参主要销往广州、上海、北
京等国内一线城市，每年产新季节，
这些城市的经销商早早来公司排队
订货，一些品规的货还没靠岸，已经
被抢走；还有些热门品规，常年断货。

去年，洛基山受国家商务部邀请
参展在上海举行的进口博览会，展会
一共只有2家西洋参公司参展，洛基

山公司的花旗参销量远超另外一家，
最好的一天卖了40万。

众所周知，美国威斯康辛州产花
旗参堪称西洋参中上品。威斯康辛
州位于美国北部丘陵地带，气候偏
冷，原始森林区土壤肥沃，富含各种
矿物质。当地参农有逾百年的种植
经验，坚持使用处女参地的种植方
式，因此能保证花旗参充分汲取土壤
里的养分，保持独特的甘涩味道。

“一线城市消费者消息灵通，收
入高，大家都喜欢买花旗参，”江绍舒
说，二线及以下市场消费者相对来说
消息闭塞，对产品缺乏了解，再加上
整体经济收入因素，所以倾向于挑便
宜。

不过，江绍舒相信，未来两年，宁
波西洋参消费趋势也会慢慢被扭转
过来。作为新一线城市，宁波人的整
体收入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宁波人
并非消费不起花旗参，而是对产品还
缺少深入了解。

2018年，宁波晚报养生汇与洛
基山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经与

公司协商，即日起至8月11日，洛基
山公司将在宁波晚报养生汇开展花
旗参厂家直销活动。有意向市民欢
迎到店垂询。 记者 周皓亮

一线城市抢走了80%以上的花旗参

新一线宁波，“花旗参指数”不合格 10克短枝：零售价5元/克

买250克赠250克
（限50个名额）

尖 尾：零售价3.2元/克

会员价2.8元/克

5克短粒：零售价6元/克

会员价5元/克

2克短粒：零售价6.8元/克

会员价5.8元/克

上述规格满100克赠同款20克
(10克短枝除外）

花旗参厂家直销节
（8月2日~8月11日）

购买地址：
永寿街6号
宁波晚报养生汇
联系电话：
87228361威斯康辛州肥沃土地种植出来

的西洋参，品质独特。 扫码购买

西洋参特惠
国产西洋参 0.8元/克起
加拿大西洋参 2.8元/克（可享7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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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喷雾风扇
“其实每天暴露在室外的时间，也就是

从地铁站到公司的七八分钟时间，但这段路
真心太可怕。特别是上午，等我走到公司门
口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市民刘小姐
在南部商务区上班，公司的空调很舒适，不
过往返公司和地铁站的这段路，却让怕热的
她吃尽了苦头。好在这几天她从网上买了
一个“神器”：手持喷雾风扇，这才“复活”过
来。

刘小姐告诉记者，前些天她在网上看到
这个手持喷雾风扇的信息，觉得很有意思。

“一边保湿一边送风，我觉得很适合女生用，
所以马上买了一个。”刘小姐说小风扇的价
格不贵，携带也挺方便，关键是现在宁波

这样的天气，最适合了。看着好用，办
公室的小姐妹们也都买了一个。

记者随后在几个电商平台看
到，便携式手持喷雾风扇的价格普
遍在20元至60元之间，销售情况
确实十分火爆。淘宝上多个商家的
手持喷雾风扇月销量都超过了1万
多个，京东不少商家也有几千个的
月销量。

手持喷雾风扇普遍呈现出造型
简洁的特点，颜色多以白、粉、蓝、绿等

浅色调为主，从外观上看就有清凉的感
觉。它通过USB接口充电，并可调节风力
大小，符合年轻人的使用习惯。通过在风
扇自带水箱中注水，风扇将水细化成水雾
喷出，达到了集制冷和加湿于一体的效果，
也更能获得女性消费者喜爱。

喷雾风扇、挂脖风扇
降温贴、冰感毛巾

连日的高
温，让宁波人在
暴晒与闷热中
被强制享受了
一星期的“桑
拿”。面对这种
“出门五分钟，
流汗两小时”的
局面，求生欲超
强的年轻人也
纷纷祭出了大
招。但凡能降
温消暑的道具，
统统被拿了出
来。

降温神器
高温天，年轻人纷纷祭出

挂脖式小风扇
无独有偶，另一种挂脖式的小风扇

也在这个夏天走红。挂脖风扇又被称作
“懒人风扇”，这种双风口的小电扇不但
风力强劲，最重要的是能解放双手，不管
是在厨房做菜，还是外出运动，挂在脖子
上一点都不碍事。同时外形因为酷似头
戴式耳机，一些风扇还带有灯光效果，设
计上的时尚感更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

挂脖风扇的平均价格略高于手持风
扇，但也多在100元以内。淘宝上挂脖
风扇最高销量达4.7万个，京东上最高销
量的挂脖风扇也有近万个。

有的降温“神器”得悠着点用
今年夏天走进宁波年轻人“降温单

品名单”的道具还有很多。记者随机询
问了十几位年轻人，得到的回复可谓五
花八门，有用降温贴的，有用降温喷雾
的，也有用冰感毛巾的。这些单品大都
通过社交平台推荐，而且价格实惠，有一
定的效果，时尚感较强，因此受到年轻人
追捧。

不过专家也提醒，降温最好的办法
并非“以暴制暴”。盛夏时节，人体处于
外热内寒状态，如果人为将体感温度降
得过低，可能会对人体机能造成影响。
特别像降温贴这类冰感降温用品，如果
长时间贴在不对的位置上，对身体有
害。年轻人使用起来还是得悠着点。

记者 黎莉 实习生 吴诗雨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