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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丹阳消费市场亮点纷呈
本报讯 （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朱彤） 今年的国庆黄金周，
恰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又与
重阳节喜相遇，丹阳各大商圈、
商街、商场洋溢着浓浓的爱国
情、喜庆味。今年“十一”黄金
周，我市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
长，新兴消费亮点纷呈、传统消
费升级势头不减，个性化、多样
化、品质化渐成消费新时尚，供
给创新、线上线下融合、绿色共
享、移动支付进一步拓展了消费
增长新空间，消费供需结构升级
有力增强了城乡居民获得感和幸
福感。

消费市场亮点多多。据市商
务局统计监测显示，全市 19 家
重点零售、住餐企业、专业市场
黄金周实现销售约1.37亿元，同
比增长 10.5%。市商务局商贸流
通科人士表示，黄金周消费热点
较为集中，呈现以下特点：1.吃
穿用等传统消费提质升级。金银
珠宝、超高清电视、智能手机、

智慧家居用品、绿色家装材料、
时尚服装、有机食品等商品销售
红火。2.大众化、特色化餐饮广
受青睐。婚庆喜宴、亲朋好友聚
餐市场火爆。3.文化、旅游、体
育等新兴消费亮点纷呈。旅游、
看电影、观演出、泡健身房等过
节方式成为潮流，许多丹阳人走
进影院、陈列馆、健身房陶冶情
操、增长见识、开阔眼界。4.丹
阳特色、家乡味道依旧大受欢
迎。丹阳特色的眼镜市场、本地
老字号的丹阳酒厂、恒升醋厂、
赵军二胡、金鸡饭店国庆黄金周
期间销售均实现了增长约20%。

唯美食与电影不可辜负。国
庆“黄金周”期间，丹阳各大餐
饮企业纷纷推出特色菜、特价
菜、优惠宴，丰富不同群体消
费。菜品特色上重视调汤，保持
菜的原汁，风味清鲜。大众消
费、特色菜为主题的餐馆生意红
火。前来品尝美食的人络绎不
绝，而各家美食店铺外的临时桌
椅上也都坐满了人。市食品总公
司·丹食肉庄节前组织了大批肉
制品和主副食品，确保了节日菜

品供应量足价稳、优质安全、便
民惠民。坤泉老味道饭店负责人
告诉记者，国庆期间，顾客排队
吃蟹黄汤包的情形每天都要上演
好几次。

跟美食一样受青睐的还有电
影。10月6日，记者看到，在我市
一家影院，许多市民正排队买票
或等待进场。一家影院工作人员
介绍，假期每场电影上座率均保
持在 70%~80%左右。据了解，国
庆“黄金周”期间，全市各大影院
人气爆棚，晚间场次上座率基本
保持 80%左右。《我和我的祖国》
《攀登者》《中国机长》等优秀电影
老少皆宜，爱国主义浓郁，充满正
能量。电影消费成为拉动国庆消
费的强劲引擎。

新型消费载体红红火火。城
市综合体作为融合商业零售、商
务办公、酒店餐饮、公寓住宅、
综合娱乐五大核心功能于一体的

“城中之城”，越来越受到丹阳人
的认可。商家也纷纷借此商机积
极促销，掀起了一波消费新高
潮。特色的“网红店”成为丹阳
人追捧的消费时尚和国庆假期餐

饮的亮点，优雅的就餐环境、精
致的菜品摆盘、周到的用餐服务
和上乘的菜肴口味，吸引了众多
丹阳市民前来“打卡”。

银发经济受关注。随着我国
老年人口的增多，银发消费越来
越成为关注的亮点。“银发一
族”不仅爱旅游，懂网购，而且
愿意在中高端体检等方面花钱。
数据显示，国庆长假的前 3 天，

去体检机构进行全面检查的 40
岁以上中老年消费者数量比去年
增长近2倍。黄金周的最后一天
是重阳节，很多丹阳人给爸妈准
备了礼物，增加了中老年商品的
消费量。数据显示，10月1日至
3日，某电商平台上“爸爸秋冬
外套”搜索量环比前周增 130多
倍，“中老年妈妈秋装上衣”搜
索量比前周增60倍。

图为金润发生活超市第七家门店玉泉路店长假期间开业的场景。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蒋良菊 摄

70年前：重阳节这个备受海
内外华人看重的节日是从先秦博
大精深的文化典籍中走来的，恰
如一位须髯斑白、鹤发童颜的慈
祥长者，徜徉在诗情画意中，沉醉
在重阳佳节淳朴的民俗民风和悠
远浑厚的传统文化里……重阳节
正值秋色烂漫，寓意老年人处于
人生的金秋，“九九”谐音“久久”，
愿所有的老人长辈安享晚年，健
康长寿。旧时丹阳人重阳要吃重
阳糕。还将重阳糕装在碟子里，
重阳糕上插一面小旗，放在供桌
上。《曲阿诗综》也有清代进士汤
登泗诗作“重阳后一日登城霞
阁”：廓外烟清望眼宽，独登高阁
俯云峦。悲秋漫说诗情苦，求友
应教酒兴欢。千顷落晖溪带绿，
万家霜气叶飞丹。重阳昨夜多风
雨，剩得茱萸尽自看。黄酒之乡
丹阳过去的饮酒乡俗，喝酒名目
也极其繁多，重阳节要食重阳糕，
是日饮酒赏菊。旧时代，丹阳还
有每年重阳节在祠堂里办老人酒
的风俗。凡是年满五十岁（虚
岁）以上的男姓族人，不须花一
分钱，都可以到祠堂吃老人酒，享
受到一次丰盛的午餐。每年重阳
节在祠堂收租收息，续租续借，并
向族人公布账目。一年一度的老
人酒化费就从中支出。收租收息

这天太阳落山之前一定要交清，
否则就要断租断贷，还要处以重
罚。因此，贫困的佃户和债户人
看到祠堂里烟囱冒烟就心惊肉
跳。还不起租息的人虽在祠堂吃
老人酒，却脸色凝重。

70年后：解放后，尊老敬老更
是成为了一种社会新风尚，20世
纪80年代起，我国许多地方把九
月初九日重阳节定为老人节，倡
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
助老的风气。1989年，中国政府
将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

“敬老节”。2012年12月28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改的《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明确，每年
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今年重
阳节恰好与十一长假重合。各种

“敬老”新模式纷纷亮相，不少子
女趁着节日尽孝心，选择带爸妈
自驾出游走一走“过节”；爱心人
士走进社区和养老院，为老人们
表演了各类歌舞戏曲节目；许多
单位组织退休人员开展“夕阳红”
系列活动慰问老员工……近年
来，丹阳每年都精心组织重阳节
系列活动，营造了“尊老敬老爱
老”的浓厚氛围。各商贸餐饮单
位也把敬老、爱老作为金秋时节
的营销亮点。比如水中仙、天禄
人家等酒店都开展了订餐送重阳
糕活动。10月5日，丹亚大酒店邀
请开发区、界牌和丹北、新桥的
160多位老人齐集一堂聚餐，在国
庆和丹亚大酒店二十周年店庆期
间，慰问老年人，答谢老顾客。

吃老人酒到全民敬老
本报记者 溢真 通讯员 陈苏成 曾萍

图为孙国武收藏的重阳节老
照片和今年重阳节丹亚大酒店敬
老宴现场。记者 溢真 通讯员
曾萍 摄

70年商界故事有奖
征稿

广
告

近日，2019“高炉家杯”庆国庆掼蛋邀请赛在丹亚大酒店举行。
本次活动由丹阳市餐饮行业协会、工会主办，高炉家—徽酒集团协
办，市餐饮行业协会数十家餐饮企业派选手参加了这次比赛。本次
活动不仅让大家感受到竞技的乐趣，也丰富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
活，增进了友谊，也引发更多经营单位对多元化综合营销的关注和
兴趣。（记者 溢真 通讯员 陈苏成 摄）

““掼蛋掼蛋++”，”，餐饮人感悟组合营销推广餐饮人感悟组合营销推广

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田梦）用心点燃希望，用爱
撒播人间，付出一份爱，收获一
片心。御珑湾美时光女子学堂
爱心接力传递真情，发起“九九
重阳节，浓浓夕阳情”敬老爱老
公益活动。20多位丹阳美时光
女子学堂学员 10月 7日来到红
叶颐馨园，为这里的住养老人理
发、按摩，并向老人们送上了慰
问品。据美时光女子学堂丹阳
校长姜淇元介绍，“美时光女子

学堂”是由美时光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打造、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
育学院学术支持的中国魅力女
性整体素质提升平台。学堂旨
在通过国学、手工制作、舞蹈、烘
焙、茶艺、花道、智慧养生、厨艺、
瑜伽、品酒、家政等多种培训服
务，帮助中国女性修炼优雅技
能、丰富内涵、卓然之姿，促成她
们形象、涵养内外兼修的理想人
格魅力。学堂进入丹阳后，受到
了许多职场女性的欢迎。

商界爱心女性敬老活动修炼涵养商界爱心女性敬老活动修炼涵养

图为重阳节活动现场图为重阳节活动现场。。

近日，市餐饮协会副会长单位市饮服总公司员工专程来到延陵
镇居家养老和残疾人之家综合服务中心，向那里的36位老人、残疾
人送上了油、米和水果，表达了饮服员工的爱心。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姜才龙 摄）

饮服公司慰问老人送关爱饮服公司慰问老人送关爱

天禄人家·凤凰宴2周年店庆大放送！
生日宴、乔迁宴、满月宴、开

张宴活动：1.活动期间预定酒
宴，满5桌送500就餐劵，每桌送
进口干红一瓶。 2.餐标达到
1388元/桌以上，满 10桌送 1桌
同等酒席餐标餐券（当餐不能使
用）。3.预定非节假日期，餐标
达到1388元/桌以上，满10桌送

1桌（餐券不赠送）。4.免费提供
门口电子屏，制作席卡、指示牌，
大型停车场。本活动不与其他
活动同时使用。烤羊排全面上
市。二楼明档大厅：周一至周四
6.8折，包厢不打折。活动时间：
10 月 8 日~11 月 28 日。定餐电
话：86680777/8666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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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将代表中国内地冲击奥斯卡
新华社洛杉矶10月7日电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以
下简称影艺学院） 7日宣布，将
有 93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影片参加第 92届奥斯卡奖最佳
国际电影评选，动画片《哪吒
之魔童降世》将代表中国内地
参评。

影艺学院在今年4月将此前
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更名为
最佳国际电影奖，以更好地体现
这个奖项的国际代表性。此前，
该奖项参评影片数量最多的是
2017 年的 92 部。加纳、尼日利
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今年首次有
影片参评。

根据影艺学院的声明，杨宇
执导的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
世》将代表中国内地参评，该片
的内地票房超过 49 亿元人民
币。中国香港选送了动作片《扫
毒2天地对决》参评，中国台湾则
选送了爱情喜剧片《谁先爱上他
的》参加评选。

三部华语电影将与韩国影
片《寄生虫》、西班牙影片《痛苦
与荣耀》、日本影片《天气之子》、
英国影片《驭风男孩》、挪威影片
《外出偷马》等激烈角逐。

第 92届奥斯卡奖将于明年
2月 9日在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
颁奖礼。

央视体育：立即暂停NBA转播

近日，美国NBA休斯顿火
箭队总经理达瑞尔·莫雷因发布
涉港不当言论引发关注，中国
篮协、央视体育频道等多家机
构此前表示暂停与休斯顿火箭
俱乐部的合作与交流。8 日下
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
育频道再次发表声明 ，决定立
即暂停NBA赛事转播安排。

声明全文如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

育频道声明
我们注意到正在日本参加

活动的 NBA 总裁亚当·肖华回
应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
表涉港不当言论一事。对亚当·
肖华声称支持莫雷自由表达权
利的说辞，我们予以强烈不满
和反对。我们认为，任何挑战
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
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为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体育频道决定，立即暂停
NBA季前赛 （中国赛） 目前的
转播安排，立即排查涉及NBA
的一切合作交流。

事件回顾

当地时间 10月 5日上午，火
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在自己的社
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内容
正是近几个月中国香港暴乱示
威者常喊的一句口号：“为自由
而战，和香港站在一起（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Hong⁃
kong）”。

莫雷发布了这条消息之后，
很快就引起了球迷的关注，无数
爱国爱港的中国球迷表示“无法
接受莫雷以火箭队的名义支持

‘港独’”。虽然莫雷很快就删除
了这条消息，但仍有众多愤怒的
中国球迷在其社交媒体下留言：

“Hong Kong is part of Chi⁃
na！”提醒他，香港是中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据了解，莫雷自2006年开始
为火箭队工作；2007年出任火箭
队总经理，截至目前已为火箭工
作13年。他在任期间，正好是姚
明效力火箭队的巅峰期。因此，
他也成为中国球迷最熟悉的
NBA职业经理人。

发现事态走向不利于球队
的方向后，休斯顿火箭俱乐部老
板蒂尔曼·费尔蒂塔 5日在个人

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条动态，他写
道：“莫雷的言论不能代表休斯
顿火箭。我们在东京的活动是
在国际上推广NBA，我们不是一
个政治组织。”

费尔蒂塔的回应显然太过
轻描淡写，很多中国球迷并不买
账。他们在费尔蒂塔的社交媒
体下留言表示，香港是中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最基本的原
则问题，莫雷在这样的时候公开
发声，有支持港独的嫌疑。对于
这样的言论，中国球迷不会因为
火箭队是自己最喜欢的NBA球
队之一就妥协。

有球迷表示，“在莫雷被解雇
前，绝不会再看一场火箭队比赛！”

当地时间7日，NBA总裁亚
当·肖华在一场于东京举办的
NBA日本赛前表态。肖华承认，
莫雷的推特已造成经济后果。“毫
无疑问，经济上的影响已经十分
明显”，他说，“那条推特已经产生
了相当巨大的后果，我也读到一
些媒体的报道，暗示我们不支持
莫雷，但事实上，我们支持（莫
雷）。”肖华称，作为一家基于价值
观的组织，我要明确表示，莫雷发
表自由言论的能力得到（我们的）
支持。 （综合）

莫雷（资料图）

武磊又迎新主帅

西班牙人官宣
马钦上任

8日凌晨，西甲西班牙人队
官方宣布马钦成为一线队新任
主教练，双方签约至 2021 年。
中国球员武磊也将迎来加盟西
班牙人后经历的第3位主帅。

今年6月初，由于原主帅鲁
比转投贝蒂斯，上赛季担任西班
牙人B队教练的加耶戈成为球
队新帅，并带领球队突围欧联杯
资格赛。但在西甲联赛中，球队
成绩不佳，仅以1胜2平5负的战
绩排在倒数第2，深陷降级区。

新任主帅马钦曾经执教努
曼西亚(西乙)、赫罗纳(西乙、西
甲)和塞维利亚(西甲)三家俱乐
部的一线队。2014年3月，他成
为西乙俱乐部赫罗纳的主教练，
带领球队度过难关，更在2016/
17赛季带队首次升上西甲联赛。

2017/18赛季，赫罗纳队史
首次征战西甲，就成为了令人眼
前一亮的球队之一。马钦在赫
罗纳的杰出成就，也使他在
2018/19赛季初成为了塞维利亚
的主教练。（综合）

天海主教练
朴忠均“下课”
李玮锋任教练组组长

新华社天津10月 8日电
深陷保级泥潭的天津天海俱乐
部再次决定换帅。该俱乐部 8
日发布公告称，韩国人朴忠均即
日起不再担任球队主教练。同
时，任命李玮锋担任球队教练组
组长，与主教练刘学宇、助理教
练郭昊等人共同组建新的教练
团队，带领球队征战中超联赛。

朴忠均是在今年 5月接替
沈祥福担任天海主教练的，但是
他并没有带领球队走出困境，球
队在联赛中始终徘徊在降级
区。目前联赛已过 25轮，天海
仅取得 2胜 12平 11负的战绩，
排在倒数第二位。

本赛季的天海主帅几经变
更，在赛季开始前签约了韩国
名帅崔康熙，但因为俱乐部投
资人变故，崔康熙尚未执教一
场正式比赛就“下课”。接过教
鞭的沈祥福在赛季初出师不
利，带队打了 11 轮联赛，仅取
得1胜4平6负，排名垫底。

吴京成中国最吸
金电影人
参演影片总票房超150亿

猫眼数据统计，截至10月6
日，国庆档电影《攀登者》和《我
和我的祖国》累计票房27.91亿，
助力吴京主演电影累计票房超
150亿。据悉，这也是目前中国
电影市场10位百亿影人中，第
一位达到这一票房高度的演员。

截至150亿节点，吴京主演
电影票房前五分别是：1、《战狼
2》56.83 亿元；2、《流浪地球》
46.55亿元；3、《我和我的祖国》
20.38亿元；4、《攀登者》7.53亿
元；5、《杀破狼2》5.60亿元。

1974出生于北京的吴京，
1989 年进入北京市武术队，
1995年参演首部电影《功夫小
子闯情关》，正式进入演艺圈。

从功夫小子到功夫明星，再
到功夫片导演，吴京在这条路上
走得并不容易，坚守了 20 多
年。拍摄《战狼》开始时，电影不
被投资方看好，卖房抵押继续
拍，就这样，吴京用七年时间把
《战狼》雕琢好。谈到那段没戏
拍、没人捧的窘迫时光，吴京曾
接受媒体采访说，“那几年别人
觉得你不温不火，但对于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没有那段时间的积
累，我不可能有现在这个成绩。
不温不火才能让我静下心来写
《战狼》系列，静下心来去特种部
队待 18 个月，踏踏实实把《战
狼》1和2拍出来。我不觉得是
损失，而是一生中最大的财富。”

（综合）

电视剧《号手就位》开机
火箭军题材电视剧《号手就位》近日在青岛开机，8日片方曝光了“演员就位”视频及角色海报双物

料，正式官宣九位演员。电视剧《号手就位》根据青年作家丰杰长篇小说《毕业了当兵去》改编，讲述了一
群大学生火箭军新兵投身军营，在一群身怀绝技老兵的带领和感召下，经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磨砺，最
终成长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图为李易峰、陈星旭角色海报。（综合）

我市举办第一届
“天禄杯”青少年
足球邀请赛

本报讯（记者 嘉瑛 通讯
员 潘昕）日前，我市第一届“天
禄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顺利
落幕。

由丹阳市足球运动协会主
办，江苏莱恩体育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丹阳市足球培训中心
承办的此次比赛为期 3天。比
赛中，来自句容、镇江、太仓、扬
州及我市的总共 16 支代表队
踊跃参加，按照年龄段分为 9~
10岁组、7~8岁组、5~6岁组，并
采用 5人制的单循环积分赛制
进行了比赛。最终，丹阳莱恩、
太仓百川源源、句容曙光分别
获得了各组别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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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 登 者
登峰是用身体去感触自然界的伟大，感触自己人

格与意志的升华。有了这样的过程，登高才是有意义
的。

我写《攀登者》就是写精神，写中国人为什么一定
要去攀登珠峰。我是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登山，那
时是我们自古以来首次用科学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山

川河流。当时是在国家极其困难的时候，大部分中国
人饭都吃不饱，在那样一个情形下，攀登珠峰几乎是
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才是激发我本人兴趣的地方
……人的意志、国家的力量让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
彰显了英雄主义精神。

——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