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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正在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而电子产品是连接网络的通道

电子产品，丹阳年轻人最爱哪一件？
本报记者 小汤

这是一个网络时代，年轻人是时代的弄潮儿，电子产品正在
成为必需品，全面渗透他们的生活。每件事情都有着两面性，在
充分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年轻人也应当警惕机械对身体和
精神的侵蚀。拥抱电子产品，但不要成为它的奴隶。

最近一条网友留言颇为引人注目：“我觉得离开手机后我就不是完整的我了。”这种略
显夸张的言论却很快得到了很多认同，随着网络一起长大的“90后”“00后”们纷纷觉得，
电子产品就是自己最重要的“另一半”。聚焦我们身边，丹阳年轻人喜欢哪些电子产品呢？

生于 1997 年的网友
小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网虫”，手机系统显示，他
上一周平均每天使用屏幕
高达 7小时 50分钟，这已
经相当于一个上班族的全
部上班时间了，而且根据
统计，这还是他比较节制
的一周。“我妈也说过我，
天天就知道看手机，就像
和手机长在一起了。”小
林笑着说。在和记者对话
时，他仍然时不时要把屏
幕唤醒查看一番。“我以
前也想过要改，放下手机
多出去走走什么的，但很
快发现工作必须用微信，
查看新闻又需要看微博和
今日头条，再加上观看网
络游戏比赛是我最爱的娱
乐项目，这样算来，不长
时间用手机是根本不可能
的。”小林说，“一点都不
开玩笑，手机是我的一个

‘外接器官’。在了解信息
时它是‘千里眼’和‘顺风
耳’，在沟通时它是电话机

和对讲机，它还是我的游
戏机和照相机。”

小林绝不是个例，吃
饭时，睡觉时，上厕所时，
工作间隙，甚至是路上，每
个人几乎都是“低头族”。
在我们的网络小调查里，
关于“你最离不开的电子
产品”这个问题，90%以上
的人选择了手机。

手机是一个“外接器官”

和喜欢宅在家的小林
不同，网友“47流明”则
偏爱户外运动，他是我市
一个登山组织的成员，平
时经常和女友一起徒步、
登山。在和记者进行视频
通话时，他正在为五一的
出行准备行李，其中一副
颜色鲜艳的头戴式耳机引
人注目。他边整理边说：

“其实户外运动有时候真
的有点枯燥，一路上并不
都是风景，但身体和心灵

都得到锻炼才是我的目
的。”他表示，音乐是路
途上最好的调节剂，他们
的随身行李里一般有三副
耳机，他本人喜欢戴一副
挂耳式的蓝牙耳机，而女
友则喜欢苹果的无线耳
机，另外那副头戴式无线
耳机是坐车时使用的。

无线耳机不仅是年轻
人们运动时必不可少的配
件，也在逐渐成为他们维
护自己隐私的工具。在参
与小调查的 112 人中，有
45人在“最有用的电子配
件”这个问题上选择了耳
机。“其实很多时候也没有
特别想听的东西，有可能
只是看视频和通话不想打
扰别人，同时也不想被别
人听到。”有网友这样留
言。

他随身带着三副无线耳机

一件宽松的卫衣，一
双球鞋，一张稚气未脱的
脸，网友“KKSLAY”生
于2000年，一只脚刚刚迈
入成年的门槛。记者找到
他时，他正拿着一台红蓝
相间的掌机玩着单机游
戏。“现在玩单机的人肯
定没有玩‘王者’和‘吃
鸡’的人多，但我还是挺
喜欢的。”他解释道。当
记者以为他要开始介绍手
中的游戏机时，他却从另
一个纸袋里拿出了一个

“大家伙”。他介绍说：
“你微信上问我年轻人喜
欢玩什么，除了手机，其
实这个VR眼镜才是比较
火的。你要不要戴上体验

一下，这可是代表了未来
技术。”记者随即按照他
的指导将手机视频开启
VR 模式安装进这个眼
镜，的确有一些立体效
果，但手机加上眼镜太沉
重，记者很快就感到了晕
眩。他一边帮记者脱下眼
镜一边说：“可能是这个
太便宜了，那些卖几千元
几万元的效果就很逼真
了，也不用放手机，里面
自带屏幕，嘿嘿。”

也许这算不上一次完
美的体验，但新生代对于
虚拟现实技术的热爱是毋
庸置疑的，随着设备的不
断更新和推广，相信我们
会用上实惠方便的设备。

“你要体验一下吗？这就是未来！”

上个月，我国第十六次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
2018年我国成年人人均纸
质图书阅读量为4.67本，成

年人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
3.32 本。对于这个数据，
网友小许认为还是太乐观
了。“至少我周围的同事之
类是基本上不看工作以外
的书的，最多用手机看看
小说，我们还是从事文教
行业的。”小许边说边摇
头，“现在的人越来越忙，
看书的时间确实也少，毕
竟看书需要一颗安静的
心。我之前也认为在网上
看视频学习就可以了，但
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我

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知识储
备还是不够，于是我选择
了一个折衷的办法，看电
纸书。”小许说，目前她使
用的是一个知名品牌的阅
读器，品牌自带的书库就很
全了，碰上打折，花很少的
钱就可以看很多正版书籍。

纸质书的质感不可替
代，手机看书又太容易分
心，功能纯粹的电纸书虽然
不是最主流的电子产品，但
这一群爱阅读的年轻人是
它的“铁粉”。

信息快餐化，仍有人不放弃阅读

简易版的 VR 眼镜，需要配
合手机使用

市面上比较流行的阅读器

小林的屏幕使用时间

无线耳机便携、小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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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齐梁）近日，记者从铁路部
门获悉，今年铁路“五一”小
长假运输期限为4月30日至5月
4日，为期 5天。为满足旅客出
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将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进
一步增开和优化列车开行方
案。其中我市铁路部门将增开

临时旅客列车近 30趟，以应对
短期内出行客流“井喷”的现
象，为近年来我市铁路增开临
客最多的一次。

今年“五一”假期有 4天，
较往年多1天，预计将会有更多
的人中长途出游。据铁路部门
预测，除长三角地区外，北
京、武汉、厦门等中长途线路

也将是旅客出游的首选，届时
出行客流高峰相比清明小长假
会有所延长。根据往年的统计
数据，我市“五一”铁路出行
客流一直处于高峰， 2013 年

“五一”当天我市两大火车站合
计发送旅客 1.74 万人，曾突破
单日旅客发送的最高纪录。近
年来，虽然私家车持续增长，
但铁路客运在中长途上仍具有
明显优势。由于天气晴好，气
温适宜，我市铁路部门预计今
年“五一”小长假单日发送旅
客将再创新高。

为此，我市铁路部门积极
争取，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增
开临时旅客列车近 30趟。其中
丹阳站增开临时旅客高铁列车
主要为铜陵方向2趟，芜湖、池
州、安庆、六安方向各1趟。另
外，新启用的铁路南广场也将
在既有京沪铁路线增开多趟临
客，主要为上海至阜阳K5562/
5561 次 1 对 ， 上 海 至 徐 州

D9554/9553 次 1 对，上海至徐
州 D9576/9575 次 1 对，以及上
海至南京 D9570 次，蚌埠至上
海K5825次，阜阳至上海K5571
次，阜阳至上海K5565次共计 5
对。这些普速列车的开行，尤
其是徐州方向的动车将弥补我
市京沪线运能的不足，为旅客
提供多重选择。

铁路部门提醒，小长假期间
旅客出行集中，进站口、安检口、
售票处排队人数均较平日会明
显增多，请旅客尽量提前出门，
为安检、取票等留足时间，以免
在站区排队时间较长，耽误行
程。同时为了避免北广场城际
站的拥挤，丹阳站呼吁广大旅客
尽量选择较为宽敞的南广场新
站房进站候车。

京沪高铁丹阳北站今年“五
一”期间将增开高铁列车3对，分
别是上海至六安D9502/9501次
1对，上海至南京南D9540/9539
次 1对，以及上海虹桥至淮南东

G9426 次 ，汉 口 至 上 海 虹 桥
G4585次。这些高铁列车的开行
也将对运能紧张的沪宁城际线
起到分流作用，进一步方便我市
市民的出行。具体列车开行情
况，市民可以通过 12306中国铁
路官网查询，也可关注铁路上海
站微信公众号及时查询最新的
车次信息。

在南京工作多年的市民夏
先生表示，他每年都会利用小
长假回老家看看，而越来越便
捷的铁路出行总是他的首选。

“丹阳新启用的铁路南广场既宽
敞又整洁，还处处透露着家乡
的元素，倍感亲切，非常不
错。”他希望铁路和地方职能部
门能够争取更多车次，增加便
捷服务，比如在市区投放自助
售票机、早日开通“刷脸”进
站、加快建设南广场公交首末
站等，进一步扩大我市在铁路
客运上的优势，真正实现铁路
助推地方经济大发展。

应对“五一”小长假出行客流“井喷”

我市铁路增开临客近30趟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27
日，本报“民生·身边事”版面刊登
了一则“不知名怪鱼”的图片新闻，

引来众多市民的猜测，其中有几位
市民联系本报称认识这种鱼，但每
人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有的说是

“黑鱼变异”，有的说是“三星鱼”，
还有的说是“七星佬”……经市农
业农村局渔政部门相关负责人确
认，这是肉质鲜美的七星鱼！

据意外钓到此鱼的丁师傅介
绍，他住在南二环大桥下的一个村
子里，26日上午，因为闲来无事，便
拿起工具到村中的一个池塘里钓
黄鳝。没想到，竟然在石头缝隙里
钓到了这条不知名的鱼。“我长这
么大，从来没见过这种鱼，村里的
一些老人家也说没见过，我实在是
很好奇！”丁师傅说道。

新闻刊登后，28日，有一些市

民给本报打来了电话，其中符先生
说这鱼叫“三星鱼”，生活在江南水
塘中，喜欢吃水中小生物；钓鱼爱
好者黄师傅表示，这种鱼的确没见
过，不过看模样很像是黑鱼变异；
市民王先生则非常自信地对记者
说，这是“七星鱼”，在皖南一带十
分常见，当地村民称之为七星佬，
因为它身上的圆点像星星……

那么，究竟哪位市民的答案是
正确的呢？当天下午，市农业农村
局渔政部门相关负责人给出了标
准答案：“这种鱼名叫七星鱼，在我
们这一带并不常见，一般在广东等
地较多。七星鱼属黑鱼科，与黑鱼
是一个种属，其肉质鲜美，营养价
值很高。”

不知名的鱼引来众多猜测
渔政部门相关负责人确认其为“七星鱼”

图片新闻

最近，有热心市民发现，香草河华南桥东南侧有一处河道
护栏因年久失修已经严重腐蚀、松动，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为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市城管局河道管理所立即对此处河道护栏
进行了修复和加固。（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刘立霞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讯
员 王芳）“这下总算可以打开窗
户通通风了，一直困扰我们的油
烟问题终于解决了……”25 日，
家住云阳街道贺家村附近的薛大
妈向城管部门表示了感谢。

22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大队接到投诉，称云阳小区附近
贺家村某外卖店，经营时油烟直

接向外排放，影响附近居民生
活。随后，执法人员立即前往现
场，经调查，该外卖店营业执
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齐
全，但油烟净化、排放等不符合
要求，执法人员当场下达《责令
改正通知书》，责令其停业，限
期整改。

两天后，执法队员再次前往

检查，看到该外卖店已加装符合
国家标准的油烟净化设备，并且
附有合格的油烟检测报告。

市城管行政执法大队有关负
责人介绍，下一步，城管部门将加
强对餐饮店经营行为的管理，制
止无证经营、油烟扰民行为，同时
密切配合环保部门做好店内油烟
监管，严防油烟污染。

油烟直排扰民 停业限期整改 近日，云阳街道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联
合凤美新村社区和南
师大中北学院的志愿
者开展了调查问卷活
动，改进社区工作的
方式方法，为居民提
供真正需要的服务。

（记者 裕隆 通
讯员 景霞霞 摄）

这条不知名的鱼被确认是
“七星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