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1冰凉帖
冬天有“热贴”，夏天当然也

有“冰膏药”

由高分子水凝结配合薄荷

等天然植物提取成分，通过凝胶

使所含大量水分汽化，带走人体

热量。 物理降温， 冷感持续8小

时。孕妇，老人，小孩，这三类不

适宜吹空调的，而冰凉贴正好带

来凉爽。

参考价格：2元一片，网购、
小精品店均可购买

NO2“降温防暑帽（冰帽）”
降温防暑帽（冰帽）是普通凉

帽的换代产品， 它采用进口特殊

制冷材料， 利用水分蒸发原理吸

热降温，不仅能遮阳防晒，护肤护

目，还具有良好的清凉解暑、清脑

提神作用， 而且具有防紫外线功

能， 在炎炎的夏季带给人冰凉的

感受，堪称“随身小空调”，它不耗

能， 只用水， 可反复使用三年以

上，降温效果显著，使用方便，无

毒无害，对人体无副作用，消暑除

痱，清神醒目。

使用方法：只要将制冷材料

浸泡于水中10分钟左右，制冷材

料可与大量水分化合， 自然膨

胀, 并以凝胶形式保存这些水

分，然后在温度和空气的作用下

缓慢地蒸发释放，当人戴上浸过

水的冰帽后，由于水分的蒸发需

要消耗大量热量，因此能够降低

人体头部的温度，从而达到凉爽

的效果。

参考价格：12元，可网购

NO3冰领巾
它采用进口特殊制冷材料，

利用水分蒸发原理吸热降温，物

理降温。也是一个很好的饰品。

使用方法：准备一个容器装

水，冰水更佳，将领巾中间部分

侵在水中20-30分钟，在浸泡过

程用手在水里轻轻按压吸水性

树脂，使其均匀分布。

参考价格：12—25元，可网购

NO4移动空调

手机移动了， 笔记本移动

了， 现在连空调也可以移动了。

注意， 移动空调不是空调扇，而

是有压缩机的，制冷技术跟分体

空调柜机原理一样的真正的空

调。特别适合租房客以及特别怕

热需要空调跟着走的怕热狂。

参考价：2000-4000元，可网购

NO5超轻铅笔伞
外形像铅笔， 轻薄便携，塞

在包包里不会增加太多负担，防

紫外线防晒伤。有多种图案花色

可供选择，是美女们上街迎战太

阳的必备武器。

参考价：30元，可网购

NO6宠物冰项圈

如果担心你的狗狗怕热，也

可以给它准备一个户外降温的

冰项圈。看起来就像人用的冰眼

罩， 只不过戴在狗狗脖子上，有

些滑稽有些好笑，笑一笑，不暴

躁，感觉就会凉爽得多。

参考价格：40元，可网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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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潮流特区、弥敦道
体感温度测试：22℃

在潮流特区逛街还比较

凉快， 只是试穿牛仔裤等紧

身服装还是会出点汗。

百联东方、美美百货
体感温度测试：20℃

在这些高端商场逛街的

人不多， 不会望哒爆满的人

头就暴躁火气旺， 不用为了

买一件衣服排队刷卡。

金满地地下商业步行街、东
塘地下商业街
体感温度测试：26℃

地下商业街分区比较

多，转得头晕，容易烦躁，好

在空调效果还不错， 不过试

穿衣服没有独立试衣间，很

易走光，冷汗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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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公交空调车指南（票价2元）
101 路 （空 调 车 ）： 碧 沙

湖———湘 雅 二 医 院 ———长 沙 火

车站———烈 士 公 园 东 门 ———四

方小区 06:00--21:00

107路（空调车）：长沙火车 站 ———雨 花 亭

南———铁 道 学 院 ———省 植 物 园 ———汽 车 南 站

06:00--21:45

122路（空调车）：陈家湖———省博物馆———

烈 士 公 园 西 门 ———五 一 广 场 ———马 王 堆 医 院

06:30--21:30

115路（空调车）：四方坪———伍家岭南———芙蓉

广场———浦沅 05:30--22:00

118路（空调车）：长沙火车站———五一广场———

湘雅三医院———桐梓坡西路口 06:00--22:30

126路（空调车）：长沙火车站———马王堆———汽

车东站 06:00--21:00

127路（空调车）：长沙火车站———马王堆———汽

车东站———星沙一桥(星沙汽车站)———松雅湖（威尼

斯城）06:00--20:00

131路（空调车）： 四方坪———动物园———八一

路———白沙湾路 06:30--21:00

150路（空调车）：四方坪———德雅路口北———芙

蓉广场———南郊公园 06:30--21:30

152路（空调车）：汽车南站———南郊公园———汽

车西站 07:00--19:00

1路（空调车）：长沙火车站———第一师范———碧

沙湖 05:30--24:00

9路 （空调车）： 金霞苑———长沙火车站

05 : 30--24:00

千龙湖度假村
体感温度测试：28℃
成人价：148元
旅游项目：
划船、垂钓、农家乐
地址：长沙市望城县格塘乡

另有丰富夜间娱乐（篝火晚会、

水上电影城、游船赏月、暗夜魔幻镜

宫、碰碰车等）和水上飞机、丛林碰碰

车、画舫游湖、沙滩摩托车、水上碰碰

船、 仿真射击等精彩项目供您自费体

验。可以开展水上降落伞、水上飞机、

水上快艇、水上特技等水上娱乐项目。

长沙五福休闲山庄
体感温度测试：27℃
成人价：60元/人
旅游项目：
采摘、烧烤、划船、垂钓、登山、农家乐
地址：
开福区北山镇政府方向十公里处

令人称奇的是这里有座木制吊

桥，全长100多米，是长沙市附近地区

第一家拥有吊桥的农家乐，来这里游

玩的城里客人络绎不绝， 人山人海，

最近开放的水上乐园，划船活动更为

这个充满活力的农家乐带来无限的

生机。

君逸康年大酒店：
体感温度测试：22℃

在这里吃饭， 绝对的豪

华舒适，空调温度不冷不热，

正好合适吃饭， 很开胃的温

度。特别推荐水晶烧烤，看起

来凉爽又无油烟。

好食上
体感温度测试：24℃

环境装修很有档次，“改

良”湘菜摆盘“漂亮”，蛮适合

不爱吃辣的朋友。想“安静”

吃饭记得提前订包厢， 饭后

可以漫步湘江风光带， 感受

晚风的惬意。

雕刻时光咖啡店
体感温度测试：22℃

环境不错， 煲仔饭很好

吃！ 哈哈。 我去的时候人很

少，空调效果太好了，有点冷

OTZ……

永和豆浆店：
体感温度测试：23℃

这里有特别为酷暑打造

的“冰火锅”，其实就是酒精

灯煮小火锅， 看起来像在煮

花茶，比传统火锅凉快不少。

招牌冰豆浆销量一流。

华南小吃
体感温度测试：25℃

华南小吃的刮凉粉、凉

面让你吃得有点辣又不上火

而且还能冰冰凉，爽歪歪。另

外， 招牌冰绿豆沙也是口碑

解暑圣品。

KFC、麦当劳、德克士
体感温度测试：20℃

在这些提供快餐的连锁

结构， 只要点上一杯可乐就

可以蹭一下午免费空调，难

怪有很多学生坐在KFC或麦

当劳的店内看书、读报、谈恋

爱……

衣

食

行

1高温之下多时尚。MM身上衣服用料少，
眼睛冰激凌吃得爽！如果温度再高点，美女们
都穿比基尼上班的话，那就让温度来得再高点
吧！热，值了。

2温度高了，人焉了，户外活动减少了。男
朋友们才感叹：“女朋友安静了，我也清静了。
原来她也有不逛街的时候呀。”

3极大拉动了盒饭外卖生意的红火，大家
都懒得出门了，外卖赚翻了。

4减肥圣季，温度太高，胃口不佳，吃辣椒容易
长坨，吃冰激凌又怕长胖，索性不吃了，减肥正好！

5晒衣服，晒棉被，晒被套！春天捂到快发霉
的充满了潮气湿气的衣物都可以重见天日，晒晒
之后，被褥蓬松又舒服，有种阳光的好闻味道。

6大家都争着抢着去打的了，偌大的空调
公交车好空荡，再也不怕没位子坐！

7单位福利好，高温发补贴，OHYEAH！
8天气太热了，上班迟到有了很多借口：比

如天气太热打不到车、我中暑了、我出了太多汗
跑回家去换了套衣服才来的……

9游泳馆、桌球室生意空前火爆，谁说凉爽
与运动不可兼得？我偏要鱼和熊掌两手都要抓！

10天热人容易暴躁，特别容易爆发争吵，
这是一个磨练自身争辩、诡辩、强辩口才的最佳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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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高温的10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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