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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年 好 酒

不 止 于 饮
胡文鹏

近日，一位友人向笔者分享他的新“理财大法”：
春节之前，他以每瓶 1000 元的批发价格购入数箱
53度某知名品牌白酒。节后，该白酒的价格一直维
持在每瓶1300元以上。如果此时变现，意味着这笔
投资在不到一个月内收益达30%，甚是可观。

但友人的“野心”还不止于此。按照设想，今后
每年他都将购入一定数量的名酒，年复一年。如果
二三十年后，名酒价格依然维持不变（发生的可能性
为零），那么，他最差最差的结果便是多了一大批陈
年佳酿。想想，这还真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看到这，想必有不少看官已然心动。别急，让我
们先共同理清这笔买卖背后的逻辑，再去实践不迟。

一者，你需要选择一个有保值或增值功能的优
质标的。具体到收藏白酒，则要选择一款品牌认可
度高、市场接受度高、产量有限的名品，茅台系列、五
粮液系列、国窖系列等比较符合上述标准，汾酒、剑
南春等在不同区域名望颇高，也可适量购入。其他
品牌，要么是市场不买账，收藏潜力不大；要么是产
量太高，升值空间有限。只有保证一定稀缺性，投资
才可能有回报。物以稀为贵，这个道理大众都知晓。

二者，不一定为优质标的再额外投入，也可能获
得收益。1 瓶美酒，让它安安静静地“做一名美男
子”，10 年、20 年后，它的身价会上一个又一个台
阶。为何美酒不言，价自蹿升？唯有时间。时间，可
让酒中燥劲冷静，所谓酒是陈年香；也可让美酒品质
淬炼，投资收益翻倍。很多人一想起成本，往往会想
到金钱。其实不尽然！收藏酒，时间是一个不可忽
视的重要成本。好在你我都拥有这个本钱，你需要
做的，是要有足够的耐心。

如果找到了优质标的、愿意付出足够的时间，那
么，接下来要做的事就非常关键了。如果不想若干
年后费尽心血收藏的名酒因“跑酒”而变得饮之无
味、弃之可惜，那么下面讲的请你一定记牢：第一，密
封怎么重视都不过分。密封方式根据个人喜好，可
以用蜡封，也可用保鲜膜多次缠绕瓶口。第二，藏处
还需讲究。基本要求是避光、避风、阴凉、干燥和清
洁。如果有条件，地下藏酒是最好的选择。第三，选
酒也不能“捡在篮子里都是菜”。只有 50 度以上的
酱香型和浓香型才适合久藏，其他香型乙醇容易挥
发，可能会越藏越无味。

畅想一下，若干年后，面对一批你自己“看着变
老”的好酒，或择吉日小酌，或馈赠亲友，又或将投资
变现，无论哪种，想想也是醉了。当然，所有这一切
的基础，是你收藏的酒，必须是真的。

当商场变成游乐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从一次和闺蜜的聚餐中得知，北京
五棵松蓝色港湾购物中心里来了一群企
鹅，关彤的心里就没平静过。用她自己
的话说，“这下好了，儿子看企鹅不用再
专门跑动物园了”。

作为年轻妈妈，关彤在儿子身上的
投资从来都是慷慨大方，早教中心会员、
托马斯小火车年卡、钓鱼岛次卡⋯⋯关
彤什么都希望让儿子体验、尝试，尽管儿
子现在才两岁。

正是无数个和关彤有着同样想法的
妈妈们，给儿童消费市场带来巨大潜力，
不仅助推了儿童产业的发展，也成为各
大商场的“客流发动机”。如今，随着体
验业态的升级改造，越来越多的购物中
心将自己“改装”成玩乐天地。可以说，
儿童游乐场已成为各大商场不可或缺的

“标配设施”。

商场用上“撒手锏”

上周末，关彤终于得空带儿子去蓝
色港湾购物中心。从一楼乘坐扶梯时，
刚刚感叹“空荡荡的商场，服务员比顾客
还多”，另一边就被动感的电子音乐和嘈
杂的尖叫声吸引，怀里的儿子也不停地
发出“咦”“嗯”的好奇声。

顺着声响，关彤来到商场三楼。
一个崭新的楼层布局，让关彤眼前一
亮。顺着扶梯向前走，海滩沙池、超
级赛车道、魔幻泡泡、坦克对战、开
心农场、抓娃娃⋯⋯俨然一个大型室
内游乐场，大小朋友们都玩得不亦乐
乎。在众多游乐区域里，人满为患的
当属“大白鲸世界”里的企鹅餐厅，
因为真的有企鹅。

关彤抱着儿子，在企鹅餐厅门口向
里观望。只见十几只企鹅在玻璃房里的

“人造南极”游泳嬉戏，为了让小朋友近
距离观赏企鹅，玻璃房外还特地设置了
观赏平台。儿子看到玻璃房里的企鹅有
些按捺不住，手指着企鹅，向前倾着身
体，嘴里说着，“走”。关彤也觉得站在门
口观望实在不过瘾，咨询餐厅服务员得
知，有两种办法可以近距离观赏企鹅，一
是进餐厅吃饭，二是办会员卡。

正如关彤的一贯作风，她选择办会
员卡。“充值站”前挤满了前来咨询和办
卡的家长，关彤说明来意后，服务员一边
给其他顾客办理登记，一边告诉关彤，

“现在是试营业期间，会员卡有5种特惠
套餐，1000元至4800元不等，现在办理
4800元套餐，可以畅玩企鹅馆、鲸奇岛、
小型游艺设备，还可以免费一年图书借
阅，更惊喜的是还可以赠送一次企鹅喂
养”。

也许是有磁场感应，服务员直接给
关彤介绍了最高的套餐内容。儿子有点
着急了，尽管关彤内心觉得真不便宜，但
也没有多问，一句“好”之后，直接刷卡
4800元后，抱着儿子欢欢喜喜地进了企
鹅馆。

“玩”商场不便宜

在电商网购的冲击下，怎样吸引消
费者去商场消费，是众多商家苦思冥想
的难题。儿童游乐场成了各大商场寻求
发展的突破口。无论是刚咿咿呀呀学说
话的婴儿，还是已经到学龄的幼儿，最有
吸引力的莫过于各种游乐设施。

刚怀上二孩的妈妈郭萌娜，很喜欢
带着4岁的女儿到商场“玩耍”。虽然女
儿平时上幼儿园不需要太多陪伴，但一
到周末，特别是遇到雾霾天的时候，去商
场的沙池“假装在海边”，再去开心农场

“种菜卖菜”，这样的陪伴大人不累，小孩
开心，皆大欢喜。

郭萌娜坦言，以前商场没这么多游
乐设施，“在商场买完东西就走，最多吃
个饭，现在从早玩到晚都不腻”。商场里
的儿童世界，几十种游乐设施，别说小孩
子，有的游艺设备大人都想玩。

不过，郭萌娜也道出了不少家长的
心声：“玩”商场的成本太高。“闺女一般
来商场玩，保留项目有 3 个，沙池、成长
大本营、魔幻泡泡，有的时候还会再坐个
旋转木马，为了划算一点，每家设施都得
办会员卡，否则仅 3 个保留项目玩下来
就要近300元”。

尽管不少商场里类似沙池、开心农
场等玩乐设施不限时不限次，但在沙池
里玩上两小时后，还愿意继续玩的小孩

很少。“闺女在沙池玩得最长最尽兴的一
次是两个半小时。”郭萌娜说。沙池的服
务员也透露，一天内重复来沙池玩的小
孩几乎没有。

相比之下，在商场的游乐设施里，
沙池单次 88 元不限时不限次的收费并
不高，周末及节假日，单次 98 元的魔
幻泡泡只限玩 2 小时。郭萌娜说，“遇
到闺女只玩了半小时就不想玩的时候，
心里就会觉得很亏，因为收费是一样
的”。

如果细数“玩”的成本，关彤更有感
触。关彤说，为了寓教于乐，儿子刚满周
岁的时候就报了双语早教，120课时2万
多元；为了让儿子角色体验，又花了
8800元在成长湾嘉年华办了会员卡；加
上这次看企鹅的消费，还有一些家门口
商超里游乐设施的花费就更多了。

安全隐患需防范

当一些商场将消费潜力瞄准学龄前
儿童这个消费群体的时候，另一些商场
则将注意力放在了更具自主消费能力的

“大孩子”身上。动漫城、蹦床、攀岩、高
空索桥等遍布各大商场的拓展项目，自
然而然吸引来不少“大孩子”争先体验。

家住南三环的杨易杰告诉记者，今
年已经读三年级的儿子最喜欢到附近大
峡谷购物中心的哈尼小孩运动乐园体验
高空探索。戴上安全帽、身上绑着安全

绳索，还有一名工作人员跟在后面，“爬
到最高处，相当于两层楼高，尽管服务员
说很安全，但我每次在下面看得都心惊
胆战，也不知道是不是确如服务员所说，

‘万无一失’”。
郭萌娜也道出自己的担忧，环境卫

生问题。虽然很多游乐设施内都贴着
“禁止在区域内喝水吃东西”的标语，但
不少家长熟视无睹，“闺女有一次在沙池
里玩，脚被沙池里的酸奶瓶盖划到了，幸
亏沙子是软的，有缓冲，不然肯定划出
血。”“服务员不管吗？”“100多平方米的
沙池，就只有一名服务员，平时负责在门
口刷卡，里边小孩吃东西、跌倒、打架
⋯⋯好像都跟她无关。”

业内人士坦言，近年来全国各地兴
起的中小型游乐设施不在少数，面对婴
幼儿这一低幼群体，应有更充分的安全
保障。特别是这些游乐设施的监管并没
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部分儿童游乐场所
仍游离于监管范围外，因此大部分游乐
场所没有强制性卫生标准，主要还是靠
经营者“自我管理”。

关于安全卫生问题，关彤有着自己
的理解，带儿子到商场里的游乐场玩乐，
尽管价格比一些室外的游乐设施高出不
少，但游乐设施、玩乐环境相对来说要好
很多，而且商场至少有专门的服务员去
打扫清洁，更重要的是办卡之后不会有
游乐设施突然关闭而无从投诉的“后顾
之忧”。

如今，随着体验业态的升级改造，越来越多的购物中心将自己“改装”成玩乐天地，可以
说，儿童游乐场已成为各大商场不可或缺的“标配设施”——

你的出境自由行安全吗？
郭子源

今年春节期间，一则“马来西亚游艇
翻沉”事件牵动广大国人之心，更是将出
境自由行安全问题推上了风口。

1月28日，一艘载有28名中国游客
的游艇在马来西亚沙巴州环滩岛附近海
域翻沉，目前事故仍在调查中。但据沙
巴州旅游局相关负责人透露，涉事船只
可能非法载客出海，营运公司涉嫌滥用
码头设备。此外，已获救游客表示，失事
船只上的部分救生衣过期失效，设备老
化，并且没有导游。

据了解，上述游客大多通过网络平
台报名“自由行”项目，事故发生后应急
能力较弱。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行目前
已是我国游客出境游的主流选择。携程
旅游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出境游客
超 1.22 亿人次，其中约 7000 万人是自
由行，占比达60%。

如何让你的出境自由行安全又舒
心？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游客应抓牢“四
把安全钥匙”：一是通过正规渠道选择合
法旅行社，尽可能结伴出行；二是警惕

“一日游”不签合同的不规范行为，查清
合同条款，避免维权难；三是出行前购买
旅游意外险，未雨绸缪；四是提升自救技
能，善用通信设备及现有的SOS渠道。

首先，出境自由行安全的基础是合

法旅行社。“现在网络平台成为游客首选
的预定渠道，需要警惕的是，部分平台不
具备旅游业或出境游资质，缺乏专业服
务人员，难以对商家产品和接待服务质
量把关。”携程旅游相关负责人说。

上述问题滋生了黑船黑导、转手“卖
顾客”等不规范行为。据一位现居北京
的游客冀泽宇回忆，去年 9 月份他曾与
妻子计划去泰国海岛旅行，出于省钱目
的，经朋友推荐，他们咨询了几家个人网
购旅行商家。

“我问商家，你们网上出售的产品
和当地的哪家旅行社、导游机构对接？
有没有自己的领队、售后服务？去海岛
的船家有没有执照？到达目的地后，我
们如何核查其资质？对于我的这些问
题，商家大都含糊其辞。”冀泽宇说，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大型、正规的旅游企
业，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能够避免不必
要的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少海岛游属
于“一日游”一次性服务，商家钻空子、不
签合同的行为比较普遍。携程旅游相关
负责人提醒，游客购买一日游产品时，要
与组团社或者旅游网站签订正式的纸质
或电子合同，并看清合同条款，保障自身
权益，避免维权难。

俗语讲“天有不测风云”，即便选择
了正规、合法旅行社，有些意外仍无法避
免。因此，出行前购买旅游意外险是“未
雨绸缪”的重要一步。

平安保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境外旅
游保险主要涵盖四大保障类型：一是基
础保障，如意外身故伤残、意外伤害医疗
等；二是交通意外保障，如飞机、火车、轮
船意外身故残疾等；三是紧急医疗救援；
四是特色保障，如旅行证件丢失、托运行
李丢失等。“游客可以选择更有针对性的
保险，如海岛、户外运动、高原、自驾、滑
雪、游轮等意外险产品。”携程旅游相关
负责人说，目前拥有保险资质的旅游平
台可以协助游客办理一站式服务。

尽管投保了保险产品，意外身故、
伤残仍是每个人最不愿发生的事。因
此，提升紧急自救能力是遇险后能够存
活的关键。“遇险后，通信设备是向外
界求助的有效渠道。”携程旅游相关负
责人说，目前全球主要热门目的地大多
覆盖手机信号，大部分游客也会租用
wifi设备。以出海游为例，游客出海前
应注意将手机装进防水袋，遇到意外事
故第一时间借助手机联络亲友、组团社
或大使馆求援。

据悉，携程旅游已于今年 1 月 24 日

上线全球24小时“旅行SOS”服务，通过
携程APP首页“微领队”入口，免费为游
客提供旅行中的紧急支援。

具体来看，“旅行 SOS”服务内容涉
及三方面：一是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突
发情况下的支援；二是旅途受伤或生病
时求助，包括“协助就医”、“协助快递药
品”、“协调翻译服务”；三是旅客遗落贵
重物品时，为其提供“协助物品找回”、

“协助物品带回国”服务。
游客发出求助信息后，“旅行 SOS”

借助三个渠道来解决。一是在“微领队”
群中发起群内客人互助，目前“微领队”
微信群已覆盖100多个国内外热门目的
地，游客可在出行前通过 APP 点击“微
领队”，与其他游客组建同行微信群；二
是通过携程在全球的 5000 多名“当地
向导”发起救助，如信息咨询、求医翻译、
紧急送递等；三是借助携程在全球的海
外领队发起救助。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携程
旅游共接到中国游客在全球发出的 56
起 SOS 事件，86%来自自由行游客。从
求助内容看，60%是行程中物品遗落需

“协助找回”或“带回国”，35%是旅行中
出现伤病需协助就医或找药，此外还有
协助翻译、照顾老人小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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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位于蓝色港湾五棵松店一
楼的海洋球世界深受小朋友喜爱。

下图 开心农场里形状逼真的各
种瓜果蔬菜赢得了不少小朋友青
睐。图为小朋友正在模拟种菜情
景。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左图 坦克对战游戏平台永远是小
朋友久久不愿离开的游乐区域。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