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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领略“一昼一水乡 一夜一
周庄”绚彩的文化，“万船娘”轻
唱水乡小调，带领大家体验了

“桨声灯影，船游周庄”；乡村姑
娘漫步田园乡间，带大家走进了

“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
的“香村·祁庄”……“有一种生
活叫周庄”的诗意生活，让游客
融入水乡生活体验的内心共鸣。

“夜周庄”以古镇南北市河及
沿河街道文创灯光为线，串联起
蚬江湾、南湖湾两场光影秀，塑造

“两湾一河”的夜周庄整体形象，
开辟了周庄古镇区休闲旅游的全
新位面。“夜渔”，蚬江湾畔，渔歌
悠扬，透过水幕光影，周庄跨越千
年，从水中走来。“夜戏”，梨园戏
台，清风明月，一盏清茶，伴着水
磨唱腔的大美昆山，入戏大蕴文
化的生活时光。“夜画”，水巷灯
火，清波倒影，丁香般的姑娘缓缓
而过，入画温柔的江南夜色。“夜
囍”，张厅迎囍，花好月圆，洞房花
烛，伊人蛾眉皓齿，融入千年文化

传承的夜色时光。“夜宴”，沈厅酒
家，入味的是昔日巨富沈万三传
奇一生的动人传唱。“夜禅”，南湖
胜境，古刹禅声，伴随着摇曳的薄
光，悠扬在清幽思空的朦胧夜
色。“夜月”，月上南湖，灯影绰绰，
清辉满湖，波纹荡漾的是莼鲈之
思的想念。

桨声灯影，夜游周庄，欣赏
自然禀赋、现代科技、传统人文
同台共舞的大戏，融入“有一种
生活叫周庄”逸趣的全新体验。
各大旅行社即时推出独具特色
的“夜周庄”旅游线路供上海市
民选择。

“夜周庄”将观赏的脚步从
白天延续到黑夜，放慢了的时间
给予游客更多机会去感知、体验
周庄所承载的精致、开放的吴文
化。而今天，当世界的目光交汇
于此，会发现周庄之夜并不是一
片漆黑与寂静，随着“中国第一
水乡”的招牌越擦越亮，将有越
来越多的游客夜泊水乡。

青年报 姜卓

近年来，伴随着工作与生活
压力的加剧，越多越多的都市人
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心律不齐也
成为了常态。在很多公共场所，
猝死事件的发生概率不断提高。
而对于心脏骤停的患者，4分钟
内进行高效的心肺复苏并配合
AED除颤，能很大概率提高救活
率，因此有“黄金4分钟”的说法。

可是遇到心脏骤停情况，
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救，或者
不敢救。而未来，美团外卖骑
手将有可能成为“黄金4分钟”
的“急救员”，在送餐的路途中
挽救一条生命、甚至一个家庭。

5月15日，美团“城市新青
年”计划与全民互助急救平台

“第一反应”发起“AED猎人”公
益行动，发动平台骑手在“第一
反应”研发的“救命地图”系统
注册成为 AED（自动体外除颤
器）志愿勘察员，并接受专业的
AED勘察及使用方法培训。

据介绍，AED是一种便携式
的医疗设备，它可以诊断特定的
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击除颤，
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急救
设备，被称为“救命神器”。“AED
猎人”行动启动后，美团外卖骑
手将有机会针对配送区域内的
AED装置所在位置、维护及使用
方法接受专业的培训。

在送餐途中，骑手可以利
用碎片时间对送餐经过的AED
进行地图新增、勘察维护，保证
AED设备的正常使用；一旦出现
需要救助的紧急情况，经过培
训的在场骑手能够迅速、准确
地去AED装置点取出设备并对
患者实施救援，成为突发情况
下的生命“急救员”。

美 团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AED猎人”公益行动是美团和
“第一反应”联合发起的“救在
身边”急救知识培训的又一升
级行动。去年年底启动的“救
在身边”项目，旨在为外卖骑手
提供专业系统的急救知识与技

能指导，使其在遇到突发情况
时能够进行自救和救助。

据悉，项目发起以来，在骑
手学员们之间反响强烈。上海
南市配送站外卖配送员戴天罡
不仅是课程的学员，还参与了
线上课程的录制，他说，学习急
救知识不仅是一项技能的提
升，也是对自我的一种保护、对
家人的一种负责，更有可能成
为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美团外卖数据显示，目前
每天有超过60万活跃骑手为4
亿 消 费 者 提 供 即 时 配 送 服
务。美团外卖社会责任委员
会秘书长杨碧聪称，与其他人
群相比，外卖骑手对社区和路
线情况更为熟悉。如果每位
骑手都掌握正确急救知识，在
自己或他人遇到意外时采取
有效措施，将大大降低意外所
带来的伤害。

端午节“周边游”好去处划重点
端午节将至，“周边

游”和“自驾游”成为端午
期间最热门的关键词。
据了解，由于端午小长假
在星期五至星期日，想要
拼假需要请 4 天假才能
拼出 9 天假期，并非“拼
假”出游的好时机，因此
更多游客选择了行程较短
的周边游，趁3天小长假
放松一下。 青年报 高彩云

送餐小哥变身“AED猎人”

美团外卖“救在身边”升级新技能

台州仙居县白塔镇没有结
界的仙境，咫尺便是人间。在仙
境和人间自由切换，大概也只有
这里了。

放眼望去自山间升腾而起
的薄雾，仿佛要溢出手机屏幕，
就像流泻了整片苍穹的星光，反
射出耀人的光泽。

这个带着几分神秘仙气的
风水宝地去几次都不会厌倦，当
清风徐来，云在脚下，恍惚觉得

自己就是天庭里的小仙女。
高山徒步，走进神仙居所。

大凡看山景，没有不爬山的，然
而游神仙居，你若不愿爬山登
岭，只需沿着曲弯幽谷，踩着平
坦如砥的山径缓步而入，一路上
便可饱览那千重峭壁和万丈悬
崖。景区内一条长 120 米、高
100多米的悬空索桥，将两个相
峙而立的高崖紧紧连接在一起，
一桥架东西，天堑变坦途。

在杭州，有一座城能让你穿
越回宋代，这里茶楼酒肆、艺场
林立，处处笙歌管弦，勾栏看百
戏，窜巷尝美食，在宋城，时光仿
佛穿越千年。

换上一袭古装融入老街上
的快闪秀，去茶楼里听书品茗，
去林场上骑马投壶，真正体验一
把古人的生活。

行走在市井街上，随时可能

与古代的才子佳人邂逅，跟他们
打个招呼，合个影留下一段美好
的纪念。

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是
宋城的灵魂，用先进的声、光、
电科技手段和舞台机械，演绎
了良渚古人的艰辛、宋皇宫的
辉煌、岳家军的惨烈、梁祝和白
蛇许仙的千古绝唱，把烟雨江
南表现得淋漓尽致。

宋城：时光穿越

台州：云雾之旅

夜周庄：诗意生活

鲜味知识赛启动
丰厚奖品等你挑战

鲜嫩、鲜美、鲜香……不管怎
么组合，“鲜”字总能给人以美的
感受。鲜味也是一样，价贵至松
露、鱼子，价廉至嫩笋、虾米，都有
鲜味蕴藏其中，也都是味蕾的惊
艳之旅。可以说，每个人每一天
几乎都离不开“鲜”，但矛盾的是
很多人却又不知“鲜”为何物。毕
竟，人们酸甜咸苦皆可述，唯“鲜”
一言难蔽之。那么，“鲜”究竟是
何物呢？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鲜、了
解鲜、爱上鲜，秉承着传播鲜味科
学与文化的责任与使命，作为国
内鲜味调味品领军企业之一，上
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于 2017
年发布了鲜味科学与鸡精工艺的
论著——《鲜味科学与鸡精调味
料工艺概论》，该书从鲜味感知形
成机理、鲜与人类关系、鲜味物质
种类及来源等方面深入浅出地勾
勒出鲜味的科学本质，揭开了

“鲜”的神秘面纱。
2018年，企业成立30周年之

际，还围绕该书向全国科研机构从
业人员、业内专业人士、高等学府
在校生以及对鲜味着迷的美食咖
们发起了一场跟“吃”有关的比拼，
在上海举办了首届全国鲜味科学
知识竞赛，将鲜味科学的传播重任
落到实处。

据悉，首届鲜味科学知识竞
赛于 2018 年 8 月 1 日启动至 10
月 18 日结束，全程分为海选、初
赛、复赛、决赛四个阶段，以线上
线下联合互动方式结合，活动形
式丰富有趣，自开始就迅速席卷
全国，受到了行业及各大媒体的
关注。

2019年5月，太太乐第二届全
国鲜味知识竞赛开启。有关竞赛
相关信息届时将通过“太太乐美厨
娘俱乐部”微信公众号实时播出，
关注公众号点击“鲜味大赛”板块
即可立即加入大赛。

读一本书、了解一门科学、开
启一场国外之旅、赢得数万元现金
大奖。鲜味知识竞赛等你来挑战！

青年报 于诗婕

“JC连锁在线”
在沪发布上线

“购买一件美容商品，就送你
一个虚拟美容院，然后你需要请
美容师，请人送花篮祝贺，美容
院就可以开业了。如果你专心
经营就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
你相信吗？”近日，由日本 J 集团
和新加坡JUNEX基金会联合推出
的名为“JC 连锁在线”游戏正式
启动上线。

VCSM游戏采用分布式智能合
约的游戏生态平台，直接将整个游
戏生态链上的组成分子有机地链
接起来，实现个体价值的直接对
接、无损流通和安全存储。

J 集团全球商业总顾问还就
未来游戏的操作界面、游戏玩法、
发展趋势等方面作了精彩发言。

青年报 高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