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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励 图文报道

本报讯 由市体育局主办，
环球恐龙城迪诺水镇、市电子
竞技运动协会承办的 2021 运
动龙城大联赛总决赛将于明天
下午 3 点在环球恐龙城迪诺水
镇中心舞台拉开帷幕。

电子竞技比赛是广受青年
喜爱的体育项目，常州电子竞
技运动爱好者更有数十万人之
多。本次龙城大联赛是面向全
市人民的群众性体育运动项
目，旨在通过比赛倡导龙城青
年健康电竞，从而以点带面，在
全市范围内营造良好的电竞氛
围。自今年5月起，数千位参赛
者经过武进、天宁、钟楼、新北
四区分站赛的激烈交锋，胜出
的 40 支队伍将在环球恐龙城
迪诺水镇进行最终角逐。作为
承办单位，迪诺水镇将以此为
契机，着力打造以“青年”为核
心的商旅生态。

今年以来，随着文旅市场

的高速发展和大众需求的转
变，迪诺水镇积极推动商旅业
态优化。在“532”战略指引下，
明确“城市商业公园（城市客
厅）”定位，全力打造别具特色
的“青年之城”和高质量城市游
憩型商业公园，力争成为“创新
中轴”“文旅中轴”标杆，助力新
北全域文旅发展。

此次电竞总决赛并非迪诺
水镇年度系列活动的收官之作，
将于 12 月 17 日启幕的常州灯
会将是迪诺水镇成立 7 年来服
务理念与创新能力的又一次集

中展示。据悉，2022 常州灯会
将延续2021常州灯会“爱·让希
望永存”的主题思想，以“龙城有
爱”为主题，以时间为脉络，结合
夜购、夜演、夜食、夜娱、夜练、夜
游、夜展等业态，全面打造“龙城
夜未央·迪诺不夜城”夜经济品
牌。灯会还将在呈现形式上不
断求新创新，既有历史人杰风采
依旧，也有民风民俗点缀其间，
更有以致敬为名、携手抗疫一线
基层工作者共同表达的“爱与希
望”，百余灯组将交相闪烁，一起
点亮城市之光，创造幸福生活。

燃爆龙城：

电竞决赛明日开打 常州灯会潮酷来袭

■本报记者 龚励 图文报道

“现在朋友聚会，大家聚在
一起都会玩些什么？”

“你知道剧本杀么？吃饭、
唱 K、看电影已成朋友聚会‘老
三样’，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新
鲜有趣的‘剧本杀’。”

昨天上午，在常州吾悦广
场，面对记者的提问，常州吾悦
广场企划部负责人李水莲如是
说。

“在剧本杀的世界里，年轻
人会相约来到一个带有场景设
计的空间，通过剧本，经历一次
沉浸式的情感体验或硬核推理
找出背后‘真凶’。‘今天晚点上
车么？’已经成为年轻人剧本杀
圈 子 里 出 现 频 率 最 高 的 一 句
话。”李水莲告诉记者，在今年上
半年中国消费者偏好的线下潮
流娱乐方式中，剧本娱乐高居第
3 位 ，紧 随 电 影 、运 动 健 身 之
后。另据《2021 实体剧本杀消
费洞察报告》分析，预计2021年
国 内 剧 本 杀 市 场 规 模 将 达 到
170 亿元，消费者规模或达 941
万元。

剧本杀凭什么从繁多的线
下娱乐中突出重围，成为年轻人
的偏爱呢？

在李水莲看来，如今年轻人
的消费模式和社交习惯都发生
了变化，具有“娱乐”“社交”“缓
压”等属性的剧本杀便顺理成章
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

“剧本杀不仅是个娱乐消遣
的游戏，更是一种新的线下社交
方式，和朋友或不相识的年轻人
聚到一起，不用管现实中彼此的
身份，大家都用游戏里的新身份

来互动，与不同的人组队交流，
结识新朋友，一定程度上扩大了
年轻人的社交半径，满足了大众
线下社交需求；不同的剧本设定
会对应不同程度的推理动脑，是
年轻人思想的碰撞，能释放快节
奏生活带来的压力。”李水莲说。

李水莲介绍说，12 月 17 日
至 19 日，常州吾悦广场将迎来
九周年庆典，为迎合年轻人的消
费模式和社交习惯，公司特别策
划了“MALL+剧本杀”创新体
验模式，开启“常州首届城市剧
本杀”。活动将以推理探案为内
核，原创定制剧本，联合我市二
十余家剧本杀探案馆，举办一场
沉浸式真人推理剧本杀——《消
失的宝藏》。

记者了解到，常州吾悦广场
已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
将《消失的宝藏》相关剧情进行
分段发布，将悬念抛出，正在邀
约“全城侦探”加入。市民可通
过线上 H5 页面提前了解剧本
杀背景、关卡等内容并进行活动
预约，12 月 18 日至 19 日，通过
现场 9 个场景式任务挑战及阶
段性任务，最终“推出真凶寻回
宝藏”。活动参与者“推凶”成
功，还可获取 Lamer、SK2、好利
来、赤坂亭霸王餐、定制电动车
等好礼。

李水莲表示，常州吾悦广场
的这次尝试，将商业综合体与内
容创意有机结合，“线上预约联
动、线下场景触达”，升级出新玩
法，希望为市民带来更多线下社
交新体验，从而更好地满足大家
沉浸式、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12 月 18 日至 19 日，到常州
吾悦广场（钟楼区延陵西路 123
号）一起来感受年轻人的快乐吧！

将商业综合体化作剧本杀场景，邀约“全城侦探”入局——

（晚报12月3日8版，头条）常州吾悦广场首创“MALL+剧本杀”体验模式

■龚励 朱臻 图文报道

本报讯 11 月 26 日，吾悦
广场常州区域携手“菜鸟裹裹”
和“益优公益”，在武进吾悦广场
举办了以“暖冬行动，让爱循环”
为主题的捐冬衣公益活动发布
会。本次活动从“低碳环保、衣
物再利用、温暖再循环”出发，发
动爱心市民汇聚“万份爱”，给有
需要的人送去一份温暖；助力低
碳环保，让每一件衣物都发挥最
大价值，让地球多一片蓝天。

发布会上，吾悦广场常州
区域总经理吴小伟介绍了新城
控股集团公益品牌“七色光计
划”。她说，新城控股 2013 年
创办了大型公益品牌“七色光
计划”，希望以新城的企业之力
搭建公益平台，让更多人参与
其中，发挥更大社会力量。截
至 2020 年底，新城在社会公益
扶贫事业的投入已累计超过 3
亿元。此次常州区域联合 10
座吾悦广场进行“吾悦暖冬行
动”的初衷，就是在实现自身业
务发展的同时，共同关注“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回馈社会，永
续经营”的公益之道。

益优公益自 2009 年以来，
已为社会各界有需要的群体捐
献衣物超过 50 万件。理事长
刘柏顺通过视频连线向大家介
绍益优公益近年来的发展成
果，同时说明捐献物资的后续
去向。他代表益优公益承诺，
一定会认真对待大家捐赠的每
一件衣物，在完成分拣、清洗和
消毒等步骤后，根据服务对象
特征，精准地将物资传递到有
需要的人手中。

此次活动由菜鸟裹裹提供
运力，通过该平台为二手衣物
等闲置物品的公益捐赠提供上

门揽收、公益捐赠匹配等服务
和技术支持，解决爱心物资“捐
给谁”“去哪里捐”“去哪里寄”
等难题。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此次“暖冬行动”常州及周边吾
悦广场将“十店联动”，即日起
至 12 月 20 日，武进吾悦广场、
常州吾悦广场、丹阳吾悦广场、
金坛吾悦广场、泰兴吾悦广场、
常州天宁吾悦广场、溧阳吾悦
广场、兴化吾悦广场、扬中吾悦
广场、靖江泰和吾悦广场均设
有捐赠点，市民可至就近捐赠
点捐赠。

十店联动，让爱循环——

吾悦广场常州区域
发布捐冬衣“暖冬行动”

将商业综合体化作剧本杀场景，邀约“全城侦探”入局——

常州吾悦广场首创
“MALL+剧本杀”体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