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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丹阳年轻人让丹阳年轻人““破产破产””的爱好的爱好，，
你见过几种你见过几种？？
本报记者 小汤

国际上一般将出生在
1995年到2009年之间的
年轻人称为“Z世代”，他们的

成长过程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很大，智能手机和
平板电脑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设备。现在这
批年轻人已经成为丹阳的网络新声音，随着他们
的关注点和消费喜好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
视野，丹阳人对于一些原本新奇的事物越来
越见怪不怪了。本期丹阳网事，我们一

起去看一看年轻人在
买什么，玩
什么。

不知道你在丹阳的大
街上有没有见过这样穿着
的年轻女孩：她们有的仿佛
从古代“穿越”而来，从头到
脚“装备齐全”，衣袂飘飘像
在拍古装戏；有的穿着缀满
花边的裙子，看起来就像一
个真人版的洋娃娃；有的穿
着只在青春校园电视剧里
才见过的短裙校服……其
实这就是网络上统称的“破
产三姐妹”：汉服、Lolita（洛
丽塔服装，也称洋装）、JK

（女高中生）制服。
无论是复兴传统文化

的各式汉服还是作为舶来
品的洋装和短裙制服，它们
作为小众穿衣文化在中国
各大城市已经各自默默传
播、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
近年来在丹阳的街头也越
来越常见了。正在苏州上
大学的丹阳网友“susee”对
这三种穿衣风格都很感兴
趣。“如果只是觉得好看而
随意网购一些衣服来穿，其

实并不会花费很多，但只要
稍微用心了解一下就会明
白，其中的精品大都是原创
设计，而且不会大批量生
产，所以价格绝对不会低，
而且工期一般也比较长。”
她表示自己并不算“发烧
友”，但近几年也已经在汉
服 和 洋 装 上 花 费 了 数 千
元。“我现在经济还没完全
独立，很多时候是从生活费
里省下钱来购买服装，也会
通过勤工俭学赚一些钱。”

比起女孩子们的服装，男
生痴迷的“破产三兄弟”充满
了孩子气，分别是手办（模型
玩具）、乐高（积木玩具）、球
鞋。这些“玩具”里的门道同
样很多。拿最典型的乐高积
木来说，大人儿童都可以玩
的入门款就标价几百元一
盒，而追求多样化、个性化甚

至是自己原创的乐高玩家会
在某款积木上花费数万元甚
至更多。家住开发区的网友
小刘觉得购买乐高和手办是
借了今年四岁大的儿子的

“东风”：“我们这代人小时候
的物质条件不算差，但这些比
较高级的玩具仍然是可望不
可及的，长大以后再买的话长

辈又会念叨，现在一律就说买
给小孩玩，其实也不算谎话，
因为确实可以寓教于乐。”而
另一位网友“西西弗”则认为
这些爱好没什么好遮掩的，他
说：“现在网上流行一种说法
叫‘报复性消费’，说的是人在
童年没有得到某些物质满足，
所以会在自己有条件购买之
后疯狂买，我可能就是有点这
种心理吧。我喜欢玩兵人，现
在家里已经快摆满了，我乐在
其中。”除此以外，各种款式的
球鞋也是男生们的珍藏，由
此甚至诞生出了职业倒卖
球鞋的“炒鞋人”，一双
限量版的球鞋，价格可
以从数千元被炒作到
几万元。

所谓“盲盒”，就是一些有
着统一外包装的小玩具，在没
有拆开之前购买者无法确定
自己买到的到底是哪一款。
近年来，拆“盲盒”的图文和视
频在网络上越来越流行，这些
小玩具一般按系列上市，其中
又分出概率比较大的普通款
和很难抽到的稀有款，单个价
格在 50元左右。很多年轻人
为了集齐某个系列或者收集
一些稀有款付出了很多金钱
和精力。网友“小姜锵锵锵”

就是一个“盲盒”爱好者，她坦
言：“一个玩具说起来不贵，也
就几十元，但搜集起来简直是
无底洞，因为人一旦入了这个

‘坑’，就会开始追求一些比较
稀有的款式，我目前刚刚开始
买。其实玩这个的乐趣就在
于开盒之前的期待和打开那
一瞬间的惊喜或失落。”据她
描述，一掷千金收购稀有款和
怕麻烦直接购买已经拆好的
全系列的人也不在少数。

有些爱好烧钱已经是老
生常谈，比如网络经典句式

“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
就用夸张的手法表达了摄影
器材的昂贵。除了上文提到
的小众服装、玩具模型、球鞋
等，入门门槛更高的 BJD（球
形关节人偶）娃娃、古董衣物
饰品等收藏领域活跃的大都
也是年轻面孔，这些“圈子”
里的爱好者们通过网络联结
在一起，可以跨区域甚至跨
语言交流。而对某个领域钻
研得越深，当然也就花费越
多。

丹阳四通八达，交通便
利，本地年轻人通过网络或

去别的城市体验等方式接触
并喜爱上新潮文化再本地化
的例子越来越多，这也从侧
面体现了丹阳的文化繁荣。
但是记者想在此提醒一下丹
阳的年轻人们，爱好更多的
是一种精神追求，理应在富
有余力的情况下进行，网络
世界的交往固然丰富多彩，
现实中的生活、学习、工作也
不该被忽略。无论是在时间
的分配还是金钱的花费上，
大家都该量力而行。

女生：“破产三姐妹”是对美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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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街头穿着丹阳街头穿着JKJK制服制服
的女孩的女孩 网友网友 小番茄小番茄 摄摄

男生：“破产三兄弟”是童心与热爱

让人上瘾的“盲盒”到底有什么魅力？

网友拆网友拆““盲盒盲盒””拆出的玩具拆出的玩具 记者记者 小汤小汤 摄摄

爱好很“烧钱”，
消费还需理智

网友家中的乐高玩具网友家中的乐高玩具
记者记者 小汤小汤 摄摄

网友网友 royanroyan 不仅收藏球不仅收藏球
鞋鞋，，还会留下鞋盒还会留下鞋盒

记者记者 小汤小汤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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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2019 年女排世界杯
展开了最后一天的较量。中国
女排在已经夺冠的情况下依旧
派出主力出战，姑娘们直落三
局，大比分3:0横扫阿根廷队，以
十一战全胜的成绩结束了本届
世界杯之旅。

首局，双方比分紧咬上升，
中国女排以 8：7 进入第一次技
术暂停。此后，阿根廷队迎来一
波得分小高潮，以领先两分的优
势进入到第二次技术暂停。

丁霞的发球轮，中国女排持
续涨分。本局末段，颜妮三号位
短平快打中，张常宁暴扣得手，
阿根廷的进攻被中国女排频频
拦死，姑娘们以 25：17拿下第一

局。
第二局，中国队依旧保持

着稳定输出，压力之下阿根廷
女排不断出现失误，中国女排
以 16：10 进入第二次技术暂
停，阿根廷队开始换人，但依
旧无法改变场上的局面，中国
队以25：14再下一城。

手握两个胜局的中国女排
进入到第三局的争夺中，姑娘
们越打越轻松，胜利的天平不
断向着中国女排倾斜，中国队
以25：12结束战斗。

28日，中国女排 3：0横扫塞
尔维亚之后，已经提前一轮将冠
军奖杯收入囊中。这一振奋人
心的消息在朋友圈刷屏的时候，

女排姑娘们没有大肆庆祝，她们
赛后收拾好东西，早早地离开了
赛场，因为比赛还没有结束，站
好最后一班岗，才是为本届世界
杯画下最完整的句号。

当晚，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
领下又进行了一堂身体训练
课。教练对姑娘们的要求依旧
不变，所有人也并没有因为夺冠
就表现出一丝惰性。

谈及当天队伍的收官之战，
郎平此前就表示过一定要认真
对待：“尊重对手，尊重自己，把
最后一场球打好”。

在完胜阿根廷队之后，中国
女排的世界杯之旅圆满结束。

（综合）

十一连胜！

中国女排世界杯完美收官

胜利后的队员合影胜利后的队员合影

郎平哭了！
女排世界杯夺冠背后的辛
苦她最清楚

北京时间 9月 29日，中国
女排3：0轻松地战胜了阿根廷
队，这样中国队就以11战全胜
的战绩夺得冠军。同时他们
也创造了另外一个纪录：以 11
战全胜而且仅仅丢掉了三局
比赛，也刷新了中国女排世界
杯历史的最佳战绩。

在赛后郎平接受了记者
的采访，采访中几度哽咽无法
完成采访，她说：“我们在上一
场比赛已经夺得了冠军，但是
我们知道还有一场比赛要打，
我们不能可劲地接受赞美，赢
了冠军就行了，但是不行，毕
竟阿根廷队不是我们熟悉的
对手，我们还得要打，队员们
在一开始打得并不好，看到比
较危险了于是打出来了，情况
就是这样。”

当记者再次问郎平关于
11 连胜有没有想到的时候，

“其实 (夺冠)挺难的，16 个队
员，挺难的……”说到此处，见
惯了大风大浪的郎平也不禁
留下了眼泪，夺冠背后的辛苦
没有人比她更清楚。

（综合）

本报讯（记者 束丽娜 通
讯员 王丹中）27日下午，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民政局
举办了一场以“不忘初心 追梦
前行”为主题的红歌会。

此次活动演唱形式以支部
为单位。下午 3 时许，来自民
政局青年团总支的 12 名年轻
代表首先登场，他们身着大红
色统一上衣，精神抖擞地演唱
了《大中国》与《我的中国心》，
为此次红歌会打响“第一炮”。
随后，14名老当益壮的退休干
部踏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斗志
昂扬地走上舞台，以不服输的
劲头用心演唱了经典歌曲《团
结就是力量》和《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获得全场叫好。

一首首红歌穿越光辉历
史，一颗颗红心澎湃火样激
情。一个多小时的活动中，《打
靶归来》《为了谁》《我和我的祖
国》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
红歌响彻活动现场，活动形式
也丰富多彩，合唱、对唱等多种
不同的演唱方式，不仅充分展
现了各个支部的特点，各支部
成员也用嘹亮动听的歌声表达
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革命
先辈的无限敬仰，对新时代美
好生活的深情讴歌，更唤起了
在场观众对那个红色年代的记
忆。在一曲《走进新时代》的集
体大合唱中，此次红歌会圆满
落下帷幕。

红歌嘹亮迎国庆

民政局举办“不
忘初心 追梦前
行”红歌会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之际，27日晚，“新
的”歌友会牵手嘉荟一期开心
舞蹈队，共同走进开发区嘉荟
新城社区，联合举办文艺汇
演。歌友们沉浸在优美的旋
律中，用最嘹亮的歌声唱响心
中最美的歌，歌颂我们亲爱的
祖国。 （沙阿庆 摄）

本院将对丹阳市导墅镇白马村
的房地产及附属物、无证建筑（含简
易及轻钢结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导墅镇白
马村的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丹
房权证导士字第 10000514号；土地
使用权证号：丹国用（2014）字第
3134 号、丹国用（2014）字第 3135
号］及附属物、无证建筑（含简易及
轻钢结构），起拍价为3926230元。

二、拍卖时间：2019 年 11 月 1
日 10时至 2019年 11月 2日 10时止
（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
会；2019年12月1日10时至2019年

12 月 2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
行第二次拍卖竞价会。如首次拍卖
成交，将不再进行第二次拍卖。

三、咨询展示时间：即日起至开
拍前（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看样
时间统一安排，如需看样请提前电
话预约，咨询电话0511-86703034。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
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招聘职位：饿了么外卖骑

手。需求人数：50人；学历要求：

不限；月薪：5000~10000；职位描

述：1、通过手机接收客户订单；

2、严格按照操作流程，到指定餐

厅进行取餐；3、确保按时将客户

的餐品送达至指定地点。

招聘职位：饿了么市场经
理。需求人数：20人；学历要求：

大专以上；月薪：面议；职位描述：

1.负责餐饮等门店合作洽谈；2、每
日商家管理维护；3、反馈餐品质

量及数量等异常情况及时处理；

4、与各商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区域

商户关系，并不断开拓业务渠道；

5、宣传推广，提升客单量。

招聘职位：饿了么运营调
度。需求人数：5人；学历要求：

大专以上；月薪：2800~4500；职
位描述：1、维护平台系统，合理

规划物流部骑手订单路线；2、根
据日常突发事件进行信息汇总

分解对应部门负责人。

联系人：邓晖俊；联系方式：
18006102066；联系地址：丹阳市

丹凤南路999号

江苏蓝碁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招聘

前台接待/宾客关系主任3
名

岗位职责：为贵宾提供专属
和快捷的服务，从到店至离店，
实现客人的需求和请求；高效、
礼貌和职业地帮助酒店客人，解
决日常投诉。

任职要求：●大专或本科学
历，酒店管理或旅游管理专业优
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基
本外语沟通能力；●善于观察，
谦虚谨慎，为人和善；●热爱学
习，乐观与积极的态度。

平面设计师2名
岗位职责：1、根据公司需要

为各门店及部门提供平面设计和
物料制作相关的专业支持，确保
品牌的落地和执行；2、强化品牌
及产品形象，提升市场占有率。

任职要求：●熟练运用Pho⁃
toshop，lllustrator，CorelDRAW
等设计软件；●有相关工作经
验、美术设计专业（会拍摄）者优
先；●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善于
接受新知识，有较强的学习能
力；●具备优异的设计能力和较
好的思维品位，根据领导要求延
展创意并制作设计稿；●性格开
朗、有自信，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敢于接受挑战和压力，有合作精
神。

文案策划2名
岗位职责：1、负责产品及活

动策划、文字编辑工作；2、负责
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内容策
划及文稿；3、运营上概念、可用
文案表达出效果；4、负责大部分
图片设计的对接与完善工作；5、
社交媒体平台流量的把握和传
播，社交内容的策划方案。

任职要求：●新媒体行业从
业者优先，若文案特别优秀可破
格。

销售员4名
岗位职责：1、负责酒店产品

的销售工作；2、负责开发新客
户，维系老客户；3、根据销售指
标完成没有营销业绩。

任职要求：●男女不限，
25-45周岁；●学习能力强，热爱
服务行业，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
先；●薪资面议。

采购员2名

岗位职责：1、做好酒店所需
食品、物资的采购工作 2、协助采
购部经理做好酒店相关采购工
作；3、根据工作需要，参与市场
调查。

任职要求：●45 岁以内，男
性；●热爱服务行业，能适应短
期出差采购；●为人正直，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

招聘专员2名
岗位职责：1、负责酒店集团

各店用工需求的汇总；2、负责联
络合适渠道发布招聘信息；3、负
责收集、统计、分析招聘资料，并
进行招聘工作总结。

任职要求：●40 岁以内，男
女不限；●热爱服务行业，工作
责任心强；●熟练使用办公软
件；●良好的表达能力及处理事
务的协调能力。

消防安全员2名
岗位职责：1、负责酒店集团

整体消防安全工作；2、负责酒店
集团安全培训工作；3、配合部门

经理做好部门各项日常管理工
作。

任职要求：●年龄30-40岁，
有消防证；●退伍军人优先。

保洁主管2名
岗位职责：1、负责酒店区域

卫生保洁的人员工作安排；2、负
责酒店区域的卫生工作。

任职要求：●年龄30-45岁，
男女不限；●有相关工作经验者
优先

保安员3名
岗位职责：1、酒店广场车辆

疏导工作 2、酒店区域巡查工作
3、酒店安全保障工作。

任职要求：●45 岁以内，男
性；●有驾驶证，有消防证者优
先。

客房清扫员/服务员6名
岗位职责：1、负责客房卫生

的清扫工作；负责客房月度计划
卫生的清洁工作。

任职要求：●50 岁以内，女
性；●做事认真、仔细，责任心

强。
食堂管理人员8名
任职要求：●吃苦耐劳，为

人诚实，责任心强，能早起上班；
●具有较好的服务意识，热爱学
习，50 岁以内；●具备基本的团
队管理能力。

食堂红锅6名
任职要求：●会烧大锅、小

锅菜；●要求身体健康，能吃苦
耐劳，服从安排；●55岁以内，有
过工作经验者优先。

厨房打荷若干
任职要求：●身体健康，吃

苦耐劳，能服从工作安排；●55
岁以内，有过工作经验者优先。

厨房冷菜、蒸箱、切配等其
他岗位需求，具体电话咨询，薪
资面议！

工作地点：
丹阳市丹凤南路999号水中

仙东雅国际酒店
丹阳市齐梁路999号水中仙

东方会馆
应聘座机：
0511-86877777-8577
应聘电话：
18051271915汪女士
13706100299谢女士

水中仙酒店集团招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