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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由恐龙园文
化旅游集团倾力打造的亲子科
教体验探索中心恐龙人俱乐
部，在浦西第一高楼所在的白
玉兰广场正式开业。恐龙园文
化旅游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
执行官沈波等文旅行业专家到
场，数百位上海市民和十多家
媒体代表参加了开业仪式。

恐龙人俱乐部白玉兰广场
店位于广场一楼入口区域，是融
恐龙主题亲子娱乐、科教体验、
互动休闲于一体的亲子科教体
验中心。区域内体感游戏、VR
互动、AR 模拟、特效听音等高
科技文化体验项目均由恐龙园
集团自主研发设计完成。

寓教于乐打造探索
中心

“D 博士的研究所”“恐龙
探索中心”“恐龙宝贝训练营”
以及"恐龙人主题餐厅"，组成
了一个集文化、旅游、科学、教
育、娱乐为一体的新概念体验
中心。“D 博士的研究所”以趣
味讲堂形式帮助小朋友了解恐
龙，在这里可以认识巨型霸王
龙、剑龙、翼龙、三角龙，还能体
验各种与恐龙有关的互动活
动。一位家长告诉记者：“跟孩
子一起戴上蓝牙耳机，听讲解
员说恐龙的种类、习性、历史，
非常有意思，小朋友们各种脑
洞大开好笑又可爱。”

“恐龙探索中心”以蒸汽朋
克风格打造，游客仿佛进入异
世界般，有种神秘感。游客可
以用 AR 望远镜“复活”霸王
龙，还能探秘“恐龙蛋”，感受恐

龙宝宝的心跳和血液流动，在
“恐龙神经元链接实验室”，小
朋友变身小恐龙，通过迅猛龙
的视角进行各种惊险体验。

“恐龙宝贝训练营”则打造
了一座恐龙主题的儿童乐园，
保卫恐龙蛋、小小科考家、穿梭
侏罗纪让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
乎。在蒸汽老火车里、在侏罗
纪丛林中用餐正是“恐龙主题
餐吧”独具的魅力，每道美味都
带着恐龙文化，每口鲜香都充
满原始滋味。

突破创新发展“模
块娱乐”

恐龙园集团是国内较早提
出“模块娱乐”概念的企业，从
各种社交、娱乐、体验元素中萃
取、拆分成独立的产品模块，按
需求进行灵活组合，以满足不
同年龄层的休闲娱乐需求。在

“形象、内容、体验、衍生”的主
题 IP 产业链上，恐龙园集团引
领了当下娱乐潮的新概念、新
时尚、新体验、新生活。

作为国内家庭运动娱乐中
心投资运营及品牌连锁发展商
的领头羊，恐龙人俱乐部已形
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产品组织结
构和运行模式，从概念设计到
规划落地，从产品策划到生产
制造，从项目运营到复制加盟，
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开
辟了文化旅游和娱乐产业的新
蓝海。

伴随恐龙人俱乐部上海白
玉兰广场店正式开业，标志着
恐龙园集团模块娱乐事业布局
上海市场的桥头堡正式建立。
未来，恐龙园集团将在上海白
玉兰广场店的基础上，聚焦于
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

“自营+合作+连锁”的方式，面
向全国大跨步地进行模块娱乐
事业的产业布局。以“模块理
论”为核心，以“自主 IP”为支
撑，以“平台思维”为驱动，恐龙
园集团模块娱乐事业的全国布
局已正式拉开帷幕，用“文化+
科技”给游客带来独一无二的
体验。

（杨磊 周洁 图文报道）

恐龙人俱乐部“登陆”上海北外滩

本报讯 2019 年春节黄金
周期间，常州国际机场预计运送
旅 客 7.5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34.8%；预计完成航班运输起降
600 架次，同比增长 33%，其中
境外航班预计运送旅客 1.65 万
人次，同比增长81.3%。

从客流上看，1 月 28 日-2
月4日、2月9日-2月19日分别

为出港和进港高峰时期，体现出
明显的客流单向性特点。从航
线上看，西南的成都、重庆、贵
阳，东北的哈尔滨、沈阳，南方的
昆明、广州、三亚热度不减，部分
日 期 的 出 港 客 座 率 已 经 超 过
95%。机场工作人员提醒有出
行需求的市民，可视情况选择错
峰出行，或“反向”接家人来常州
过一个团圆年也是不错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自 2 月 1 日
起，机场将在航班餐食保障中加
入饺子、元宵、腊肠、腊肉、元宝
油酥等特色性餐食，营造浓厚的
节日氛围。候机楼内也将持续
做好旅客服务、咨询、引导等各
项工作，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机场宣 马静 图文报道）

常州机场在航班餐食保障中推出贴心服务

让旅客在飞机上也能品“年味”

本报讯 本报联合常州市餐
饮商会发出的 2019“温馨年夜
饭”活动，活动开展三个多星期
以来，已经有多家饭店请困难户
吃过了年夜饭、送上了年货礼
包、入户发放了春节红包。

1 月 31 日，九重天大饭店把
10份年菜礼包和300元红包，分
别送到了小东门桥、怡康花园、
都市桃源、蓝天花园、白云新村
等 5 个社区的 10 户困难家庭
中。新天地花苑困难户蒋腾患
尿毒症已有七八年，他的女儿还
在上小学。去年 7 月，蒋腾做了
肾脏移植手术，花去医疗费近
40万元，其中，个人自理了27万
余元，巨额的医疗费用让这个家
陷入了困境。九重天大饭店送
上的一份年菜礼包、300 元红
包，让他和家人感受到了融融暖
意。

自倡议书发出以来，商会广
大会员和餐饮界同仁积极响应
倡议，邀请附近社区的孤寡老
人、残疾人、特困户等困难群体
到饭店吃“温馨年夜饭”；部分饭
店工作人员上门慰问了敬老院
的老人们。今年的慰问对象还
增加了军烈属、志愿者（义工）、
春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环卫
职工等。

据常州市餐饮商会统计，今
年的“温馨年夜饭”活动，常州
市区以及金坛、溧阳共有 80 多
家餐饮企业响应这一倡议，其
中，福记餐饮投资管理公司不但

请了 10 桌年夜饭，还现场发放
了年货，送上了 500 元、300 元
不等的新年红包；常州饭店有限
公司请来了茶山街道的困难群
体，为他们做了 11 桌美味的饭
菜，还送上了年货和红包；常州
紫缘大饭店、常州紫缘皇宫大酒
店、常州紫缘金店也分别请吃了
年夜饭或送了年货。

江苏华怡明都酒店管理公
司、常州市长兴集团、常州肥牛
餐饮、常州润德花园大酒店、常
州银丝面馆等14家餐饮企业，为
500 多户困难群体送上了年货、
红包等。

金坛餐饮商会的18家企业，
为困难家庭送上了年菜、年货，
其中，会长单位天成餐饮还特意
上门慰问了敬老院的老人们。

溧阳市餐饮商会的江苏天
目湖宾馆、溧阳新华厨餐饮公司
等十多家会员单位，出资 16 万
余元，集中慰问了 4 家敬老院的
老人，以及孤寡老人、贫困户、敬
老院的困难职工等。

“温馨年夜饭”活动开展十
年来，会员企业和餐饮同仁共在
各自饭店举办
温 馨 年 夜 饭
1500 多桌，送
的年货、年菜、
红包等价值约
500 万 多 元 ，
受益困难群众
约1.5万人。

（蒋雪礼 胡艳）

“温馨年夜饭”活动开展十年来
1.5万困难群众从中受益

大饭店请吃年夜饭，他们很开心

本报讯“爷爷，到我这里
来领！”2 月 1 日下午，怀德教育
集团怀德校区，每走进一个穿
黄色反光背心的环卫工人，现
场的学生们就开始大声吆喝，
卖力推销自己手中的饺子，每
领 走 一 盒 ，学 生 们 就 兴 奋 不
已。“看着饺子被领走，很有成
就感！”

记者采访结束离开的时
候，六（5）班的王依淼同学已经
送出了 18 盒饺子，在一众同学

中名列前茅，说起这个，她很是
骄傲：“送出去的多，因为我手
长啊！”她的同班同学徐子舒送
出了 9 盒：现场送出 6 盒，还有
3 盒是她家小区环卫工人跟她
预订的，因为小区环卫工人要
上班不能来学校领，徐子舒就
把饺子带回小区送给他们。

这是怀德教育集团第二年
举行“饺子送给最美的人”志愿
公益活动，去年第一年送饺子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年，在六

（5）班班主任韩小兰老师的号
召下，六（5）班家委会积极支持
这一活动，学校三至六年级的
部分学生积极响应，最小的一
个学生甚至才上一年级。

包饺子所需要的食材，由
家长和学生们一起动手准备，
当天中午12点，50多个家庭陆
续赶到学校，大家开始动手包
饺子，总计包了约 4000 只饺
子，大家还为每位环卫工人准
备了一只暖水袋、一个福袋。
家长们还带来了一些旧衣服，
都洗得干干净净，环卫工人们
觉得有合适的可以直接带走。

全程参与活动的怀小学生
成长中心主任谢佩君介绍，学
校举行“饺子送给最美的人”这
一活动，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
生们友善待人的为人处事态
度，食材的花费以及购买热水
袋的费用，都是家长们自行众
筹的，会写毛笔字的老师和学
生现场书写了“福”字送给环卫
工人，每一个参与活动的学生、
家长、老师，都贡献了自己的劳
动。 （胡艳 图文报道）

家委会众筹费用，学生、家长、老师一起动手

包了4000只饺子，送给环卫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