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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周的N种

打开方式

餐饮首店“吃吃吃”

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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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新

□本报记者 胡舒彤

秋天的第一杯咖啡，虽迟必到。9 月 30
日，金融从业者焦艳艳约上闺蜜来到郑州市东
大街与城东路交会处的商都遗址公园网红咖
啡馆，安排了心心念念的盖碗咖啡。

“早听说这里成了郑州文化新地标，今天
终于来了。喝完咖啡再去商都遗址博物馆参
观，感受一下一步越千年。”焦艳艳说。

近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就地
过节的倡导下，与家门口逛博物馆、三五好友
茶馆里叙旧、网红咖啡吧打卡等消遣方式一同

“火”起来的文创社区，丰富了都市人的假日打
开模式。

“很少出远门了，但是家门口的风景也着
实让人眼前一亮。”焦艳艳说，“博物馆真心不
错，比预想的还有意思。”商都遗址博物馆是商
文明的代表，馆内文物布展都与展馆外的商城
城垣遗址遥相呼应，在多媒体、声光电等现代
高科技手段的辅助下，氛围感十足，让人仿佛
有种穿越回了 3600多年前的王朝都城之感。
焦艳艳跟闺蜜在博物馆里逛了快两个小时才
出来，意犹未尽，纷纷表示“以后还会来”。

博物馆外的公园草地上，一群孩子嬉戏玩
闹。明媚的阳光透过银杏树叶散落在游人身
上，暖暖的，香香的。不时有穿上初秋新款连
衣裙的游人在土墙旁、雕塑下拍照留念。

逛了大半天的焦艳艳和朋友有点饿了，离
商城遗址公园不远处有个茶馆，网上评论还不
错，姐们儿几个决定去那里喝喝茶、吃吃饭，补
充一下能量。

“吃完饭去干吗？时间还早不想回家。”一
位闺蜜说道。

“那找个地方看剧吧。”
……
你一言、我一语，一群闺蜜谈论起来。
在哪度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度假。随

着郑州文化新地标的不断增多，喝茶、看剧、逛
博物馆，家门口也是理想度假地。③4

□本报记者 胡舒彤

“喂，下班没？我打算带你入坑。”9月
30日下午，从事幼教工作的祁娜娜接到闺
蜜苏明明的电话。

“啥？入啥坑？”
“不要紧张，拉你去玩‘剧本杀’而已。”
“剧本杀”，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线下

沉浸式游戏，深受年轻人喜爱。小长假来
临，好多人选择约上小伙伴，选个好的“剧
本杀”本子，集体“烧脑”一下。

考虑到祁娜娜是第一次玩“剧本杀”，
她们在郑州市锦艺城购物中心三楼一家名

叫智游联盟的店里选了个微恐本《窥镜》，
一共有四个角色，每个人的参与度都很
高。情节扣人心弦，推理过程让人脑洞大
开，三个多小时的复盘下来，祁娜娜彻底喜
欢上了这种游戏。

“以前觉得玩‘剧本杀’不如直接看推
理小说，今天体验了才知道原来这么有意
思，以后会经常玩的。”祁娜娜说。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实体“剧
本杀”商家已经过万，市场规模是以百亿
元来估算。不仅如此，“剧本杀”已经形
成了从生产到体验的产业链，尤其是最
上游的剧本，涌现了一批专业机构负责

剧本生产。
“我最开始玩‘剧本杀’是想多交朋友，

通过游戏能够认识许多有趣的人。”苏明明
说，“游戏对新手玩家也比较友好，玩家不
会在游戏结束之前，被提前淘汰掉，参与感
能一直都在。”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东辉认
为，好的“剧本杀”游戏对参与者释放精神
压力、丰富想象力、加强人际沟通具有积极
意义。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要以一种宽容
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剧本杀”。在加以规范
性引导的同时，鼓励其出精品，保证玩家能
玩得健康、玩得快乐。③9

□本报记者 曾鸣

“早就听说‘詹记’郑州首店开业了，一直
没时间过来品尝。国庆假期到了，一下班我就
和朋友来排队，买了自己最喜欢吃的芋泥麻薯
面包。”9月 30日晚，郑州“95后”女孩郭冉冉
开心地说。

这个国庆节，不少品牌餐饮首店的到来，
让郑州人不缺“逛吃”的好去处。今年6月初，
中式糕点詹记首店在郑州开业，引得众多美食
达人纷纷前去尝鲜。8月30日，河南首家茅台
冰淇淋旗舰店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开业，吸引不
少顾客到店排队购买。

“民以食为天”的刚性需求下，消费市场从
来不缺“干饭人”，詹记、茅台冰淇淋、沙胆彪炭
炉牛杂煲、狮城星苑等不少优质品牌纷纷落地
郑州，跑出了一条加速度的拓店曲线。

餐饮首店“组团”到来，大大激发了消费新
活力。“消费在变化，对各种特色需求在增强，
首店对餐饮发展有较大拉动作用。”中国商业
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
向清认为，“首店经济”蓬勃发展，也折射出消
费市场稳步向上的发展势头。

消费市场的复苏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一
系列促消费活动的实施。

前不久，为期三个月的第三届“醉美·夜郑
州”消费季系列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据了解，该活动累计投入各类促消费资金 3.8
亿元，开展促消费活动近 200场，鼓励餐饮企
业有条件地开展外摆服务，引导百城万店联合
支付宝开展扫红包“夏日消费节”活动，激发了
消费活力。

在各类促消费活动的刺激下，郑州消费
品市场呈现“V”形快速恢复态势。国庆假期
的到来，将为餐饮市场掀起新一波消费热
潮。③5

□本报记者 王昺南

零 距 离 接 触 、互 动 投 喂 、专 人 讲
解 ……国庆假期，位于郑州市金水区正弘
城三楼的未来动物城，吸引了众多家长带
领孩子来探索动物王国的奥秘。

“真可爱，萌萌哒，我要给小羊驼喂好
吃的。”9月 30日，在未来动物城丛林探险
区，李灵韵小朋友兴奋地说。穿梭在一个
个憨态可掬的小萌宠之间，小朋友快乐地
蹦跳着。

“场馆按照雨林生态造景，绿植掩映、

藤蔓缠绕，是一座集互动展览、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新型主题公园。”未来动物城的工作
人员介绍，场馆内设有科普展示、丛林生态
观赏、亲子互动等区域，能让大家有身临其
境的体验。

“你看它身披五彩羽毛，多鲜艳！我要
教它朗诵唐诗。”在鸣林深谷的虎皮鹦鹉
前，李灵韵一边拍着手，一边和鹦鹉“交
流”。在这里，小朋友可以靠近喜爱的鸟
儿，观察它们的行为习性，甚至可以让鸟儿
落在手心或肩膀上，与鸟儿零距离互动，妙
趣横生。

“感受更加直观，同时增长了孩子们的
知识储备。”李灵韵的爸爸说，漫步“丛林”
间，大人们也能放松身心。

撸猫、遛鸟、探险……假期里，孩子们
在这里亲近着自然、释放着天性。

室内动物城的“出圈”只是各大商场增
强体验式消费的一个缩影。记者走访时看
到，大卫城、熙地港、正弘城等传统的商业购
物中心正叠加手造木艺、室内动植物园、冬
装模特秀场等新奇特业态，带动了客流量的
明显增长，成为众多消费者放松身心、欢度
假期的首选目的地。③5

□本报记者 孔学姣

9 月 30 日，《钢铁意
志》《万里归途》《平凡英

雄》等多部主旋律电影在国
庆档上映。与之相伴，郑州

市各大影院纷纷摆上大幅宣传海报，在装
饰上也多用国旗元素，火热的氛围让人热
血沸腾。

科研工作人员李思思提前在网上预订
了 10月 1日的《万里归途》。这部电影的
评论区很早就充满了大家的期待：“感谢这

部电影通过改编真实事件来向大众展现外
交官不同的一面，迫不及待了。”

李思思是电影爱好者，这两年受疫情
影响，加之工作繁忙，不得不减少看电影的
频率。国庆档为她全家提供了丰富的选
择，“我爸妈总舍不得看电影，但这类主旋
律电影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儿子年龄尚
小，也可以带他看看《新灰姑娘2》。”

有了这几部主旋律电影加持，不少影
院对票房非常看好。“我们影院预计国庆期
间能突破百万元，总体来看这个业绩还是
不错的。”郑州东方嘉禾影城奥斯卡花丹店

市场总监杨震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平时
看电影的群体85%是 35岁以下的青年人，
但节假日常常会看到有老人在家人陪同下
来看电影。

电影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从宣传
到服务一再细化。杨震说，如今他所在的影
院已经有了更多的社会化场景，比如影院+
教育、公益、商业等，从单一的观影场所变成
能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的精神家园。他指
了指出口处，“我们在这里设有便民箱，供大
家传递信息，并依靠强大的志愿者团队，帮
助观影者解决求医、求学等难题。”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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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微度假是区别于休闲和传

统度假的新物种，目的地形态

是“小轻新”，即小众景点、钱包

轻松、新异独特。这种国庆长

假消费新趋势，源于消费者避

免长途消费带来的不确定性疫

情风险，因此，个性化的“微度

假”渐成主流。本报特推出“黄

金周的N种打开方式——微度

假·小轻新”，与读者一起放松

身心、欢度假期。③5

□曾鸣

民宿度假、非遗体验、郊野露营……今年国

庆假期，以家庭为单位出游的近郊游、周边游、

“微度假”将成为我省旅游市场新风向。

心之所向即为景，行之所到即为游。如今人

们提到旅游，不再专指过去那种“来一场说走就走”

的长途旅游，它变得更日常化、休闲化、全员化。特

别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由于长途旅游带来的不确定

性疫情风险，多频次、个性化的“微度假”、短途游近两年

迅速升温，越来越多人不再执着于“拥抱远方”，开始“寻

找身边的美好”。

“微度假”是一种新型度假业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距离微，不远，4 小时内；成本微，不贵，千元左右；群体微，人

不多，以家庭为单元。但“微度假”价值不“微”，它衍生出不少

新的消费场景，为市民提供更多元的旅

游产品，让疫情下大众的旅游热情得到较好的

安放，同时有效助力了社会旅游消费的复苏。

“微度假”是一个新兴的赛道，也是一个丰富多元的赛道，各

种旅游要素和休闲产品，都能在“微度假”行业找到落地场景和跨界融合的结

合点，这为行业创新创造了很多新机遇。但如何最大限度提升旅游体验并形成一定的持续消费力，是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

“微度假”大有可为。政府和企业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把握“微度假”的发展趋势和消费新风口，紧盯消费者需求，深挖潜

力，扩容提质，大力引导培育一批“微度假”旅游产业集群，策划推出一批特色鲜明的精品旅游线路，形成全时全域文旅产品体系，

助力包括“微度假”在内的新消费业态茁壮成长。

随着消费升级和新一代消费主力的崛起，相信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微

度假”新业态、新项目出现，玩出“新花样”，焕发新活力，给人们提供精彩的休闲

旅游体验。③7

文创社区“理想家”

全家共赴“光影盛宴”

商场里的“动物园”

“剧本杀”复盘真相

“微度假”价值不“微”

顾 客 在
商场内的花
店 选 购 鲜
花。⑨6

9月 30日，位于郑
州市正弘城三楼的未来
动物城，工作人员正在
进行互动展示。⑨6

顾 客 在
复 古 商 品 店
寻 找 童 年 记
忆。⑨6

本版照片均由本
报记者 聂冬晗 摄

9月 30日，顾客在郑州市凯旋
广场失重餐厅内品尝美食。⑨6

异独特

众景点

钱包 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