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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朱彤）离端午节虽然还有20
多天的时间，但丹阳已经有了
隐隐的节日氛围。记者昨天采
访了解到，我市食品企业、酒
店、超市早在 4月底 5月初就急
吼吼上市粽子礼盒产品，价格
接地气，品种多元化，叫卖方式
也挺有格调。

粽子赶早，创意营销
“忽如一夜粽子来”。“五

一”小长假前，我市沪耀、水中
仙、南翔等好几家食品企业、酒
店就完成了售粽宣传。截至昨
天，几乎所有的丹阳知名食品
企业门店、商超均已推出了粽
子礼盒。“开卖要趁早啊！”沪
耀·可瑞滋销售人员称，小长假
是促销良机，市民随机购买的
比例较高，能提前为粽子的年
度销售开个好头、攒些底气。
她说，如今的食品行业竞争激
烈，节庆礼盒虽然客单价低，但

“夹到碗里都是肉”，哪家企业
都不会忽视。再加上今年端午

节来得早，由往年的6月中下旬
提前到上旬了，提早推出粽子
产品，也刚好能满足买粽祝中
高考“高中”的好兆头。但礼盒
粽的价格却并不“高傲”，一些
生产粽子的企业还会推出多款
价格，丰俭由人。记者比较后
发现，主流的沪耀·可瑞滋礼盒
粽价格为158元左右，内有两只
100克的玫瑰细沙粽，两只金丝
蜜枣粽，两只宴席肉粽，两只蛋
黄肉粽，两只火腿肉粽；6个 65
克的咸鸭蛋；一盒168克的绿豆
冰糕，性价比相当高。以礼盒
价来看，最低 88元就能买到 10
只粽子的漂亮礼盒。在礼盒粽
同质化现状下，不少企业抢先
一步为消费者着想，别出心裁
搭售其他产品。如搭配盐水鸭
礼盒、水果礼盒、碧螺春礼盒、
山菌礼盒、葵花籽油、香粳米等
组成套餐出售。业内人士王女
士表示，搭配销售一来满足用
人单位福利团购配比需要，二
来也能让散客在享受优惠套餐
价外一站式备齐给长辈的心
意。也有食品企业、酒店有一
些别致准备，如将绿豆冰糕纳
入礼盒中，礼盒中搭配五常赤

小豆、精选黄小米等。

讲好故事，玩出花样
值得关注的是，食品企业

不仅重视粽子的销售，更对粽
子的生产亲力亲为、严格把
关。如沪耀粽的粽叶就采自浙
江丽水的深山。记者采访发
现，除了传统的肉粽、豆沙粽、
白米粽、蛋黄肉粽等口味外，一
些商铺还推出了千奇百怪的粽
子馅料，荤素甜咸，长短方圆，
堪称“粽”生百态。如绿茶红豆
粽、五谷杂粮粽、大肉燕麦粽、
板栗粽、乌米粽等。

作为休闲产业品质的标
杆，多家食品企业认为要“以文
化促销售”，因此，与传统商家
一味强调品质相比，高档酒店
的礼盒粽在产品名称、诉求和
推广口号上都颇有看点。市民
张女士因为需要采购礼盒粽，
近日比较了多家产品，发现一
些商家的推广让人觉得“很优
雅也很有格调”。她说，有酒店
将礼盒粽命名为“粽意”、“粽
情”等，具有情感输出，足见动
了心思。又比如将普通的红豆
粽命名为“相思粽”，感觉买来
给恋人示爱都不错。还有“像
粽子一样上进，像粽子一样征
服世界”这样颇受当下年轻人
欢迎的励志口号、“千年文化融
于一黍一豆”这样文艺范儿十
足的宣传用语，让人猛然觉得
吃个粽子也高大上起来了。

“华丽的产品没人不爱，看
颜值品味的社会，酒香也怕巷
子深。”食品企业营销负责人告
诉记者，他们的策划团队在准
备推广时，就确定了“文化内涵
丰富，不忘初心，知变通”的理
念。“凸显美食文化，坚持使用
传统朴素的糯米和粽叶，并推
出多口味吸引人群，只有这样
才能在同质化市场下争得一席
之地。

粽子抢滩礼盒市场

图为沪耀粽子营销现场。记者 溢真 摄

70年前：解放前丹阳人饮
用水记忆是从一湾河水、一口
老井、一泓塘水开始的。我市
民俗专家韩梦庆老先生说，丹
阳许多人家的饮用水还是靠护
城河里的河水和左邻右舍的老
井，不少人家的青壮年从河里
和井边挑水回来倒到家家户户
都必备的水缸里，考究人家撒
入一些明矾沉淀一下，这就是
绝大部分丹阳人当时的饮用
水。那时，一些居民大院和老

丹阳人家才有水质好的水井，
每天早晨和下午有井的人家往
往会自动把门打开，让邻居们
来吊井水倒满家中水缸，家庭
主妇们则在井边的水泥圈内淘
米洗菜聊家长里短，当时水也
是维系邻里关系的一种重要的
纽带。丹阳许多乡村那时则有

“吃水塘”和“污水塘”分塘用水
的习惯。凡是吃水塘，小孩子
的尿布和马桶是不允许去洗刷
的，水牛也不允许下到吃水
塘。如果有人违反村规，就会
挨老人们骂。

70年后：民以食为天，食以
水为先。丹阳水务公司多年来
坚持不懈让市民喝上放心水。
通过从长江中取水、送到水泵
房，沉淀、过滤、再送到清水池
后送入城市网管，现在丹阳自
来水水质达国家二级水准、106
项检测，100%通过。但 2012年

发生在镇江市区自来水异味事
件引发了丹阳人对饮用水安全
前所未有的关注。随后，桶装
的纯净水、瓶装矿泉水、经过滤
机净化的水大量进入丹阳市场
……如今水博士、丹申等饮用
水的品种十分丰富，许多单位、
活动还有定制水。而净水机则
成为了丹阳人健康饮水的新
宠。据铭族净水机镇江总代
理、云阳净护家净水设备商行
总经理彭林云介绍，作为中国
十大净水器品牌之一，铭族通
过中国国家强制 CCC 认证、
ISO9002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与清华、浙大签订战略合作伙
伴，为铭族技术和产品创新提
供坚强后盾。铭族科技基于全
球通行的逆渗透净化技术活净
水，净化后的水质更新鲜、更卫
生、更安全。目前已服务丹阳
及周边城镇近5600余户家庭及
单位。由于铭族产品质量过
硬，销售服务到位，售后保障及
时而广获用户口碑和美誉。安
全饮水不仅是一种健康产业，
也是爱心事业，作为如意慈善
公益总队的分队长，彭林云一
直默默从事慈善事业，在帮助
孤寡残贫人员和困难老兵中，
净化自已的心灵。

过去挑水吃，现有净水机
本报记者 溢真 通讯员 王国华

70年商界故事有奖
征稿

广
告

图为孙国武收藏的挑水老照片和近日铭族净水机公益营销现
场。记者 溢真 摄

沿着小龙虾的生长轨迹，每
年 5月到 9月，是小龙虾的消费
旺季。东进大酒店作为丹阳市餐
饮的龙头企业之一，丹阳市餐饮
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和丹阳首
获“江苏省名宴”、“江苏省名
菜”的酒店，东进大酒店不断完
善提升特色龙虾这一招牌菜品
味。东进品牌龙虾已与东进鸭
饺、水煮鱼片、自制特色豆腐、
三鲜肉圆、铁板什莱粉丝、锅巴
野兔等招牌菜一起，成为东进大
酒店的品牌菜。在庆贺东进品牌
龙虾上市 12 周年之际，东进大
酒店推出龙虾促销活动。特大！
特味！特肥！即日起吃一送一，

每人送啤酒6瓶。
东进极品、极品王、王中王

3个等级的品牌龙虾。吮指龙虾
（蒜香味）、十三香龙虾 （麻辣
味）、清水龙虾（清香原味）、冰
镇龙虾（柠檬、橙香味）、红烧
龙虾（醇浓味）、碳烤龙虾（碳
香味）、清蒸龙虾（鲜香味）、干
煸龙虾（干香味）等十八种新、
奇、特口味龙虾。专业超声波龙
虾清洗机杀菌消毒，吃得放心，
吃得健康。东进品牌龙虾上市，
欢迎新老客户品尝。地址：丹阳
市灯笼巷 8 号 （八佰伴百货
旁 ）。 订 餐 、 送 餐 电 话 ：
86911999、86911998。

东进品牌龙虾上市12周年，嗨吃！
即日起吃一送一，每人送啤酒6瓶

可瑞滋八佰伴店全新升
级，5 月 15 日试营业“只送不
卖”，5月16日~5月18日正式开
业。地点：可瑞滋八佰伴店
（八佰伴负一楼大统华超市东出
口处）。欢迎光临！

1.甜甜圈+饮品 （只送不
卖），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
号、转发图文至朋友圈即可免
费领取一份。领取时间：5月15
日早上 10点~12点，下午 5点~7
点。

2.蛋糕买一送一，现金预订
或购买 8寸及 8寸以上生日蛋糕
赠送同价格蛋糕一个。（截止日
期：2019年12月31日）

3.充值有礼：充值 300元享
466元（立即到账 350元/送价值
48元粽子一盒/送价值68元保温
杯一只）；充值 500 元享 796 元
（立即到账580元/送价值68元粽
子一盒/送 30 元蛋糕券一张/送
10元粽子券 2张/送价值 98元拉
杆箱一个）；充值1000元享1506
元 （立即到账 1200 元/送价值
118 元粽子一盒/送 30 元蛋糕券
一张/送10元粽子券2张/送价值
138 元电水壶一个）；充值 5000
元享7066元（立即到账6200元/
送价值 218 元粽子一盒/送 30 元
蛋糕券一张/送10元粽子券2张/
送价值598元电烤箱一台）。

4.一元秒杀：一口芝士原价
10.8元，秒杀价 1元；夏季饮品
原价 12 元，秒杀价 1 元；上午
11 点半到 12 点，下午 4 点半~5
点；每日限量供应，赠完为止。

5.新品抢购：丹麦黑糖吐司
原价 15元，抢购价 7.9元；流乳
蛋糕原价18元，抢购价9.9元。

6.幸运大抽奖：凡充值 500
元及以上可现场抽奖一次 （奖
品：冰箱、电烤炉、200元充值
卡、电水壶、拔丝蛋糕、68 元
礼盒粽、毛巾等）。

7.满 38 送 38：全场消费满
38元送 38元现金券（10元粽子
券两张/8 元面包券一张/5 元饮
品券两张）。

8.全场半价：5月 18日晚上
7 点到 8 点，凡进店的消费者，
均可享受全场半价秒杀 （限现
金支付）。

可瑞滋八佰伴店全新升级开业

1.大厅用餐一律半价，包厢
用餐 8.8折（烟酒饮料河海鲜除
外） 此活动只限周一至周四单
桌使用，限现金结账。2.折后另
有精美礼品相送。3.单桌消费满
1000 元赠送珍藏版纪念币一
份。4.活动期间预定酒席 3桌以
上，每桌赠送进口干红一瓶。5.
活动期间预定婚宴：（1） 预定
婚宴满 10 桌送 1 桌 （除规定日
期外）；（2） 婚庆一律免入场
费；（3） 免费赠送门口电子

屏，指示牌，桌卡；（4） 每桌
赠送进口干红一瓶；（5） 各宴
会大厅，所有菜肴均配有单独
厨房厨师提供出品（6）本酒店
提供免费大型的停车场。活动
时间：2019 年 5 月 20 日~6 月 20
日。此内容连续转发朋友圈三
天并集满 38 个赞，可凭有效内
容至本酒店领取礼品一份。（活
动解释权归本店所有）订餐热
线：86660777、86680777。

天禄人家大酒店，店庆感恩大回报

16文体看台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岳春芳 组版：殷霞 校对：张芳

新华社日内瓦 5月 13日电

2019瑞士女排精英赛13日在瑞
士蒙特勒打响，中国女排在首场
比赛中 1:3负于日本队，李盈莹
全场得到25分。

这场比赛的 4局比分是 20:
25、25:17、25:27和21:25。

瑞士女排精英赛分为两组，
中国队位于A组，同组对手还有
日本、德国和波兰队。本次比赛
中国女排由安家杰带队，朱婷、
袁心玥、丁霞等主力球员并未随
队出征。

本次比赛是中国女排在
2019 年的首秀，来自天津队的
主攻李盈莹领衔首发阵容。面
对由主力参赛的日本队，中国队

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在第二局
将大比分扳为1:1。第三局在双
方战成 25 平后，中国队先是进
攻被拦，随后杜清清扣球出界，
日本队再次领先。在最后一局，
一度落后 5 分的中国队曾将分
差缩小至 20:21，但最后还是没
能抵挡住日本队的进攻，以 21:
25再丢一局，最终1:3落败。

此役李盈莹得到全场最高
的 25 分，副攻杨涵玉贡献 11
分。日本队共有3人得分上双，
其中黑后爱拿下21分。

当天进行的另外两场比赛
中，泰国队3:1战胜意大利队，土
耳其队3:1拿下瑞士队。

新华社北京 5月 14日电 中
国电影资料馆 14 日发布的中国
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2019
年春季档上映的 19 部影片中，
《反贪风暴 4》《老师·好》口碑、票
房双领先，成为最大赢家。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从
2015 年春节档开始，已完成 28

个档期的调查。本次调查了
2019年3月中旬至“五一”小长
假上映的12部国产影片和7部进
口影片，覆盖全国一二三四线城
市。

调查显示，《反贪风暴 4》
和《老师·好》为档期满意度冠
亚军，在优质口碑加持下，票房

在与同期上映的进口片正面交锋
中表现良好，并呈现出明显的长
尾效应。

中国电影资料馆相关责任人
介绍，作为“反贪”系列的第四
部影片，《反贪风暴 4》票房力
压好莱坞超级英雄片《雷霆沙
赞！》，夺得了清明节档期的票房

冠军，并在上映后连续 19 天占
据单日票房冠军位置；于谦主演
的《老师·好》映前热度平平，
但凭借精细的制作以及与主演的
喜剧形象存在反差的温馨故事情
节，收获了较高评价，票房从上
映第 6天开始，夺得了共 7天的
单日票房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在艺术电影
放映联盟专线放映的藏语文艺片
《撞死了一只羊》上映时正值好
莱坞大片《复仇者联盟 4：终局
之战》 公映第 3 天，在其“倾
轧”之下，这部充满实验性的小
成本影片仍获得了较高满意度得
分。

调查显示：

《反贪风暴4》《老师·好》领先春季档口碑

瑞士女排精英赛：

中国女排首战不敌日本

今天上午，NBA2018-2019
赛季季后赛西部决赛正式打响，
卫冕冠军勇士将在甲骨文球馆
迎战开拓者。从整个系列赛的
门票热度来看，这轮对决似乎没
有想象中那么受到外界关注。

据美国某票务网站统计，今
年勇士西决主场门票的价格创
近 5 个赛季新低。以今天开打
的首战为例，最便宜的门票为
161 美元。如果勇士与开拓者
打到抢七大战，勇士主场最便宜
的门票为374美元。

过去 4个赛季，勇士 4次闯
进总决赛，3夺NBA总冠军，今
年是球队连续 5 个赛季闯入西
部决赛。过去4次西决，勇士先

后于2015年、2018年遭遇火箭，
球队分别以 4比 1、4比 3淘汰对
手晋级总决赛；2016 年西部决
赛，勇士与雷霆战至抢七，最终
4比3惊险晋级；2017年，勇士与
马刺会师西部决赛，莱昂纳德的
意外受伤改变了系列赛走向，勇
士横扫对手入围总决赛。

相比于过去 4 次西部决赛
的对手，在球星号召力、球队受
关注度方面，利拉德领衔的开拓
者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有美
国媒体认为，虽然杜兰特伤势不
太明朗，但开拓者并不能给卫冕
冠军造成太大威胁，这确实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本轮对决的热
度。

勇士西部决赛主场票房遇冷
票价创近5个赛季新低

本周，泰格·伍兹正在贝斯佩
奇黑球场备战年度第二场大满贯
赛——PGA锦标赛，这将是他在
大师赛捧杯之后的首场比赛。然
而，忙于比赛的伍兹却惹上了官
司。据报道，伍兹名下一家餐厅
的调酒师在酒驾事故中不幸去
世，伍兹因此遭到其家人的起诉。

该男子名为尼古拉斯·伊姆
斯伯格，在伍兹佛罗里达州朱庇
特的餐厅担任调酒师，该餐厅目
前由伍兹的女友艾丽卡·赫尔曼
负责经营。

据报道，伊姆斯伯格于2018
年12月10日完成交接班后在餐
厅饮酒，并达到了酒精“严重中

毒”的程度，当晚他依然选择驾车
回家。根据佛罗里达州公路巡逻
队的说法，伊姆斯伯格所驾驶的
车在高速公路上失控，在急转弯
中飞出车道最终落在草地上。伊
姆斯伯格当场死亡，年仅24岁。

在事故发生时，报告显示伊
姆斯伯格的血液酒精含量为
0.256%，超过法定限制的3倍。

据多家媒体于当地时间星期
一报道，伊姆斯伯格家人在佛罗
里达州的棕榈滩县对餐厅老板伍
兹提起诉讼，声称伍兹和赫尔曼

“应该合理地知道”他们的儿子对
酒精有“成瘾问题”。

餐厅调酒师酒驾去世

伍兹备战期遭遇官司

日前，张智霖、袁咏仪夫妇
录制《鲁豫有约一日行》，节目中
袁咏仪谈及昔日被封杀及与富
商的感情风波。

节目中鲁豫对袁咏仪讲道
“如果可以回过头去，你会对年
轻时候的自己说，当年要是态
度、脾气好一点的话，可能后来
就会不同吗？”。袁咏仪回应“我
可能那个时候的性格这样，会得
罪一些人，或者伤害一些人，如
果有机会给我改一下我的性格，
我可能不会这样”。之后袁咏仪
表示后来得到了别人原谅，有很
多人跑来承认说故意整自己并
道歉。张智霖表示可能那就是
她的“一课”。

谈及情感问题，鲁豫讲道
“当你的话讲出去后，不同的解
读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你
会觉得我很坦承地面对年轻时
的情感经历，但公众解读会不
同，那个标签可能会一直跟着
你，你会不会后悔？”。袁咏仪眼
含泪光回复道“我唯一后悔的是
伤害到他（张智霖），我想坦诚地
把我的人生经验说出来，但被解
读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伤害了

他，我唯一后悔的就是这样，你
们可以继续冲我来，但是不要是
他，不要是我爱的人”“我做错了
事情我愿意承受，我觉得那个是
骗不了人的，我以后也要告诉小
朋友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真的
是错了就要承认，但是没想到出
来（的结果）就是伤害”。

袁咏仪在 2007 年在《志云
饭局》中表示爱上一位有妇之
夫：“20岁生日给我送上 20种不
同的花当时感到很高兴，我想这
是大家所说的贪慕虚荣，蒙住了
我双眼令我看不到他是有妻子

的。”节目播出后，事件被传媒发
酵，即传出袁咏仪因贪慕虚荣被
富商包养，传闻该富商就是已故
商人罗兆辉，罗兆辉生性风流曾
传出包养多位女星。虽然面对
多方压力，但当年张智霖都第一
时间站出来自责，遗憾不更早去
认识袁咏仪及保护她。并觉得
每个人都需要经历人生才会完
美，绝对不会介意太太身上的污
点。如今，张智霖袁咏仪结婚18
年，两人育有一子，一直是圈中
的模范夫妇。

袁咏仪重提与富商感情风波 后悔伤害到张智霖

据媒体透露，在 13日凌晨，
周琦已经乘坐飞机从美国回到
国内。在短暂调整后，周琦前往
国家队报到，并参与到男篮世界
杯的备战当中。

虽然周琦是在去年12月18
日火箭裁掉的。但由于错过了
CBA的报名时间，直到今年2月
中国男篮征召，周琦才有机会打

比赛，在打了2场世预赛，之后周
琦返回休斯敦进行了 2 个月特
训。

据中国男篮主教练李楠透
露，周琦的脚伤已经基本恢复。
据悉，男篮集训将从5月15日开
始直至世界杯结束，此次在家门
口征战世界杯，希望中国男篮能
够取得一个好成绩。

周琦回国 前往国家队报到

好莱坞科幻灾难动作巨制
《哥斯拉 2：怪兽之王》13日举行
了中国首映礼。

此次《哥斯拉2：怪兽之王》中
国首映礼是该片全球宣传首站活
动。导演道赫蒂携维拉、章子怡
一起现身，讲述他们发现怪兽、加
入怪兽大战的惊险之旅。片中维
拉和章子怡成了“同事”，维拉饰

演的艾玛·罗素博士是“帝王组
织”首席古生物学家及生物学研
究主管，她和丈夫马克一起研发
的革命性通信设备，成为电影中
至关重要的“秘密武器”。

章子怡饰演的陈艾琳博士
则是“帝王组织”远古巨兽研究
调查与控制部门的神话专家，不
仅最先在云南发现了幼虫形态

的“怪兽女王”摩斯拉，还运用
《山海经》等中国古籍进行怪兽
研究，以寻找更全面拯救世界的
方式。

章子怡时隔多年回归国际
视野，接演好莱坞巨制，此前她
从未参演过如此规模的巨兽电
影，她表示这次演出非常考验自
己的演技。

《哥斯拉2》举行首映礼 章子怡重返好莱坞

都市情感剧《我们都要好好
的》正在北京卫视热播。该剧由
刘雪松执导，刘涛、杨烁、金晨、
刘端端、张艺瀚等主演，剧情聚
焦中年家庭的离散与重生，直面
当下社会现实，引发观众热议。

该剧讲述了寻找（刘涛饰）被
迫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后，与社会
逐渐脱节，且与丈夫向前（杨烁
饰）的矛盾日益加剧，甚至因焦虑
患上了抑郁症。两人分开之后，
重新各自寻到自我，最终实现了

二次成长，走向了真正的成熟。
拍摄这部戏，导演刘雪松将

目光瞄准中年家庭的离散与重
生，他探讨的不是渐行渐远的夫
妻双方如何寻回真爱破镜重圆，
而是如何寻回自我直面人生，

“这也是这部剧的创新之处，就
是关注核心问题的角度是不同
的”。

剧中的向前忙于赚钱，希望
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但在妻子眼
中，物质富足，缺乏丈夫陪伴的

丧偶式婚姻毫无意义。导演刘
雪松表示，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
异，致使两人“在追寻理想的过
程中丢掉了彼此”。

除了夫妻双方的二次成长，
离异家庭子女的教育和引导也
是该剧所关注的焦点。究竟是
让孩子终日生活在一个支离破
碎的环境里，还是拥有新的生
活，努力让孩子相信父母是这个
世界上最亲的人，这些话题都引
发了观众的探讨。

聚焦中年家庭《我们都要好好的》引热议

新华书店推荐内容 广告

一、活动主题
2019“我的国·我的家”全省中小学生朗读大

赛丹阳地区选拔赛
二、参赛对象
丹阳地区全市中小学生
三、活动时间
报名时间：5月10日—5月15日
视频录制上传：5月10日—5月19日
海选网上投票：5月20日—5月24日
评选复赛：6月2日

江苏省现场总决赛：6月27日—6月30日
四、报名方式

本次大赛分小学组和中学组，关注公众号“凤凰
优学驿站”（公众微信号：FHYXYZWJ）报名（同
时可领取一张“满30减10元”图书优惠券一张）。

五、参赛具体要求详见丹阳新华书店公众号
六、丹阳新华书店将于5月18日下午2:00

在丹阳书城四楼举办“我的国·我的家”朗读大
赛海选活动。

“我的国·我的家”朗读大赛海选启动

丹阳新华书店公众号

凤凰优学驿站报名公众号

欢迎广大中小学生踊跃参加！丹阳书城欢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