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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草“国潮”忙打卡、跟着“盲盒”去旅行、潮玩音乐享不停……这个“五一”，“Z世代”（一般指出
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人群）别具一格的度假消费新体验，勾勒出他们对“美好生活”定义的又一
个侧面，也折射出我国消费复苏的强劲韧性和升级潜能。

外国网友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4日
承诺彻底调查首都墨西哥城轨道交通高架
桥坍塌事件并惩处责任人。
“将彻底调查（这一事件）……找到真

相，”洛佩斯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任何责任
人都难辞其咎。”

洛佩斯敦促相关部门迅速完成调查，
不得向公众隐瞒信息。墨西哥政府同一天
宣布，自当天起，全国哀悼三天。

墨西哥城东南部一段轨道交通高架桥
3日晚坍塌，造成至少25人死亡、70多人受
伤。据当地媒体报道，搜救人员仍在搜寻
遇难者遗体和幸存者。

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当晚10
时30分左右，这段高架桥在一辆列车经过
时突然坍塌，砸向桥下的车流，扬起烟尘。

一名女乘客告诉当地一家电台，她当时
在车厢后部，听到一声巨响，灯熄灭，“大家尖
叫，互相压在一起”。
出事线路是墨西哥城轨道交通12号线，

2012年投入使用，2014年因建筑结构问题一
度关闭多个车站。这条线路2017年在地震
中受损，后来被修复。
这是墨西哥城迄今最严重的一起轨道

交通事故，令民众担忧墨西哥城轨道交通
安全。
事发地附近的4名居民告诉路透社，这

起事故发生前，列车经过时可以明显看到高
架桥下面的支撑结构摇晃。
墨西哥城市长克劳迪娅·欣鲍姆说，从桥

梁的损坏情况看，桥可能存在“结构缺陷”。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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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亿人次畅游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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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玩转“新奇特”感受“Z世代”新需求

消费 体验 定义 生活

7部门印发《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
方案》到2025年——

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基本建成

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
组阁权已交还以色列总统

墨西哥总统承诺彻查高架轨道桥坍塌事件

找到真相 惩处责任人

国际微讯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以

前主要被一些历史文化爱好者追捧，今年
3月因为震惊世人的考古新发现高光“出
圈”，成为文旅界的新晋网红，“种草”大批
年轻人。据了解，“五一”前3天，三星堆博
物馆累计接待游客6万多人，远超2019年
同期游客量。
“五一”假期首日，三星堆新上两款青

铜面具“娃娃头”冰淇淋，当天上午就被一
抢而空。冰淇淋设计师俸世雄介绍，未来
还会有青铜大立人、青铜鸟头等多款造型
和多种口味的产品上市，让来三星堆的游
客有看的、有吃的，还能发朋友圈。

在网红导流、直播打卡、盲盒开箱等高
社交属性旅游推广新模式带动下，一批类
似广汉这样的新兴“网红”城市、“小众”景
点的热度明显提升。飞猪平台数据显示，
西北西南“五一”热门旅游目的地“黑马”频
出，西宁、乌鲁木齐、兰州和丁真家乡四川
甘孜搜索热度同比分别涨超630%、
500%、380%和510%。同时，年轻人喜爱
的潮玩音乐、汉服体验、极客飞行等“新奇
特”度假体验也广受欢迎。

5月3日晚，成都融创文旅城热气球电

音派对现场霓虹闪耀、声浪环绕，西安“95
后”女孩小姚和几个本地朋友约好一同参
加这场假日潮流音乐聚会。成都融创文旅
城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更好满足年轻人消
费需求，这个“五一”专门推出了电音派对、
滑翔伞飞行、气球嘉年华、滑雪公开课等多
样化的游玩项目和沉浸式场景体验，让大
家充分释放蛰伏许久的出行热情。
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所长张

恩碧分析，年轻人重视多样化、品质化的消
费体验，涌现出来的新业态各具特色。
在北京昌平青年造趣节，潮流运动发

烧友纷纷体验滑板、轮滑和攀岩；在上海，
国潮音乐嘉年华的舞台掀起时尚热浪，音
乐爱好者尽享全方位的潮燃Live体验；在
重庆解放碑等核心商圈及特色街区，华风
巡游、名猫大展、二次元狂欢派对等潮流主
题活动轮番上演……
中国消费经济学会会长杨继瑞说，有

报告显示，“Z世代”群体规模达2.6亿人，不
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度假还是日常，他们的
消费主张都更加强调参与感和体验感。
以近几年火热的汉服为例，爱好者初

期可能只是被其独特的古风装束所吸引，

好看好玩就够了。但在当下一些资深汉服
爱好者看来，华美的衣服背后还蕴藏着故
事和文化，他们不仅讲究穿戴的精致，更追
求设计的规范和搭配的准确。

企查查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新增注
册汉服相关企业数量逐年上涨，尤其是
2019年猛增900家，目前已达到2000多
家。武汉、西安、杭州、成都、广州、苏州、上
海、合肥、南京等地汉服企业分布较多，发
展成为新兴产业。

杨继瑞认为，当代年轻人个性化、多元
化等标签的背后，其实是自我价值实现的
消费态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全新定义，
并且渐渐地将视线投向了传统文化和本土
品牌，助推一些小众兴趣爱好发展为大众
消费热点，“考古文旅热”“国潮热”都是代
表性的市场风向。

消费新生代正在崛起，消费新势能也
正在集聚。受访专家建议，无论是政府制
定消费政策，还是企业的经营决策都要高
度关注这一代人的代际特征，满足他们的
新需求。把握住这一代人，就把握住了未
来中国消费的基本盘。

据新华社成都5月5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 余俊杰）
文化和旅游部5日晚间公布2021年“五一”假期
旅游市场数据。统计显示，5月1日至5日，全国
国内旅游出游2.3亿人次，同比增长119.7%，按
可比口径恢复至疫前同期的103.2%。

据文化和旅游部介绍，“五一”假期共实
现国内旅游收入1132.3亿元，同比增长
138.1%，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77.0%。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未发生重特大
安全生产事故，未发生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
系统传播事件。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 任沁沁）
记者5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五一”假期
期间，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全力做好“五一”假
期交通安保工作，全力保障假期道路交通安
全畅通。截至5日17时，全国接报涉及人员
伤亡的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
降65.3%、49.5%，发生一次死亡5人以上交通
事故1起、同比减少1起，未发生重特大道路
交通事故。全国主干公路总体通行有序，除
个别路段因流量集中导致排队缓行外，未发
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 刘
阳）“创纪录”“强心针”“强力反弹”……这
是近日外国媒体在报道中国“五一”假期时
用到的高频词。

中国人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畅享假
期，引发全球媒体关注的同时，也让不少外
国网友有了盼头：希望我们也能这样！

还有媒体称这个“五一”假期是新冠疫
情暴发以来首个“无疫情”长假。

路透社在报道中说，今年的“五一”假
期是中国在基本控制国内疫情后，迎来的
第一个不受疫情困扰的长假，会释放出积
攒了数月的旅行热情。

根据节前的预测数字，中国今年“五
一”的出行人数很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疫
情前的水平，而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就是，
“票都卖光了”。

彭博社在报道的第一段就说：无论是国
内航班的机票，还是游乐园的门票，在“五
一”到来之前，所有的票都快速售罄，这显示
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复苏逐渐提速。
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博主肖恩·赖恩说，

自己没能预订到“五一”期间心仪酒店的房

间，因为在4月就已经销售一空。
外媒普遍认为，活跃的旅游市场是给

中国经济的又一剂“强心针”，将促进中国
疫情之后经济恢复。

在外媒看来，中国民众之所以可以无忧
出行，主要得益于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日本NHK电视台5月2日报道说，中国过
去10天都已经没有出现过本土确诊病例。
美联社说，中国近几周几乎没有本土确诊病
例，这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

除此以外，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快速给民
众接种疫苗也提振了旅行者的信心。他们愿
意走得更远，出行时间更长。

根据官方统计，截至4月底，中国全国范
围内已经设立了5万多个疫苗接种点，并接
种了2.44亿剂次。

不少网友透过中国“五一”假期热闹的景
象，看到了成功控制疫情的希望。他们表示，
应该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尽快让自己的国
家也早日免于疫情困扰。

网友AFatElectron说：“如果中国能做
到！这说明我们小城市控制疫情也有希望！”
“向中国致以最好的祝福！”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 樊曦）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
日，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
客1720万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30%。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5日证实，由于可
能接触了新冠确诊患者，他本人改为以线上
形式继续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G7)外
交部长会议。

一名英国政府官员确认，赴英国与会的
印度代表团两名成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G7外长会5日照常举行。美国和英国方
面分别确认，美国国务卿和英国内政大臣不
必因为曾经与苏杰生会面而隔离，原因是各
方会晤时执行了防疫规定。

苏杰生5日在社交媒体推特留言，他4日
晚得知可能接触了新冠感染者，为小心行事
以及考虑到他人健康，“我打算以线上形式参
加会议”。

G7外长会3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开幕。作
为今年轮值主席国，英国邀请澳大利亚、韩

国、印度、文莱以及南非外长参加会议。
一名英国政府官员确认，印度代表团两

名成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整个代表
团已经自我隔离。按英国政府要求，隔离时
间为10天。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苏杰
生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

路透社5日援引一名英国高级外交官的
说法报道：“苏杰生今天无法到场参加会议令
人遗憾。但这恰恰说明了我们为何要实施严
格疫情管控和每日检测。”

4日于会议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与会
代表的坐席之间安装了塑料挡板，而与会外
长合影时间隔两米。

本次会议议题包括新冠疫情后经济复
苏、气候变化、疫苗合作等。

新华社专特稿

事故同比下降65.3%

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 安蓓）记者日前了解到，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印发的《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
实施方案》，到2025年，大运河、长城、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基本完成，打造形成一批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相关重要
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利用，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综合效益有
效发挥，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方案明确了到2025年的总体目标，即全国城乡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更加完善，重点文物和重大考古遗迹保护水平有效
提升，文化旅游融合程度显著加深，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能力
不断增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传播度和影响力进一步彰显。

重庆

学而思、新东方等教育机构违规
新华社重庆5月5日电（记者 柯高阳）违规超前培训、超

期收取费用、虚假广告宣传……重庆市教委、市市场监管局5
日联合发出文件，对近期发现学而思、新东方等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存在的课程设置、教师资质、招生收费、广告宣传等问
题进行了通报。

记者了解到，此次通报共涉及18家校外培训机构。其
中，重庆学而思有关校区的部分课程超标超前培训、对新学员
提前超期违规收费、利用学员入读名校进行宣传，涉嫌虚假宣
传、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重庆新东方培训学校北碚校区未公
示学科备案信息，未按要求公示班牌，公示栏培训教师信息与
教师花名册不一致。还有培训机构存在实际经营地址与登记
地址不一致、未签订培训合同示范文本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重庆市教委、市市场监管局已责成区县教
育、市场监管部门加快调查进度，加大查处力度，对涉嫌违法
违规的机构从严从重查处，及时公布查处情况，持续规范校外
培训秩序。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5月5日电（记者 尚昊）以色列总统
府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现任总理、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
人内塔尼亚胡未能在4日午夜的最后期限前成功组阁。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已将组阁权交还以色列总统里夫林，
里夫林5日将就新政府组建事宜联系议会各党派。

根据以色列有关法律，在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后，里夫林
可授权议会另一党派领导人组建政府。若新的组阁人选无法
按期组建政府，里夫林将直接把组阁权交给议会。任何一名
议员只要能在21天内获得至少61名议员的推荐即可获得组
阁权，否则议会将自动解散，并再次举行议会选举。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4日电（记者 刘品然）美国总统拜
登4日表示，他希望在6月访问欧洲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
行会晤。

拜登当天在白宫就应对新冠疫情和新冠疫苗项目发表讲
话。在讲话结束后回答媒体有关提问时，拜登表示，他希望在
访问欧洲期间与普京会晤，美方正在为此做准备。

拜登将于6月11日至13日出席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
会，随后将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这将是他
今年1月就任总统后首次出访。

据新华社比什凯克5月5日电（记者 关建武 努尔然）吉
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5日在首都比什凯克签署新宪法，
新宪法即日起生效。

吉尔吉斯斯坦4月11日举行宪法公投。据吉中央选举委
员会统计，本次公投有超过132万人投票，支持新宪法的占
79.3%。根据新宪法，吉国家政体将由议会制过渡到总统制。

据新华社巴黎5月5日电（记者 唐霁 陈晨）据法国媒体
报道，5日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个视频显示，一名法国记者
日前在马里遭极端组织绑架。一名法国外交部人士已向媒体
证实这名记者“失踪”。

法国《费加罗报》等媒体当日报道，为法国《解放报》等多
家媒体供稿的法国记者奥利维耶·迪布瓦4月8日在马里被一
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织绑架，该极端组织主要在马
里北部地区活动。

迪布瓦在视频中说，希望家人和法国政府尽最大可能让
他重获自由。

拜登就任总统后首次出访

希望6月访欧期间与普京会晤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签署新宪法
将由议会制过渡到总统制

一名法国记者在马里遭绑架
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织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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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能做到，我们也有希望！”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 周圆）
记者5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全
国铁路、公路、水路和民航预计共发送旅客
2.67亿人次，日均5347.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
日均增长122.2%。

共发送旅客2.67亿人次

比利时一名农民嫌一块“石头”碍事，挪动了它的位置，险
些酿成外交事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4日报道，
比利时与法国边界的多块界碑安放了200多年，最近有人发
现其中一块不在原位，被移动了2.29米。

比利时埃尔克利讷镇一名农民据信挪动了这块“碍事的
石头”，没有考虑到这样做可能出大事，因为这意味着比利时
将新“获得”约1000平方米土地。埃尔克利讷镇镇长戴维·拉
沃说，比、法双方地方政府都愿意迅速、友好地处理这一事
件。拉沃承诺“会把界碑挪回原位”。 新华社微特稿

比利时农民险酿外交事件
误将界碑移动2.29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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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鲜花盛

开的山村（20、21）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金婚风

雨情（5—7）20:45 鱼龙
百戏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进错门

的女人(10、11)19:20 剧
场：热血枪手 (26—29)
22:15 剧场:铁核桃之无
间风云(23、24)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婚姻时

差（25、26）
天视5套（106）
20:15欧冠半决赛第

二回合切尔西VS皇马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 20:10 百医
百顺21: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猪猪侠之竞速小英雄》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鲜花盛开的山村》
第20、21集 由于梁晓春
和邱晓路的矛盾，李晓雪
心里很是不高兴。一天，
梁晓春到镇上去上班，遇
见李晓雪，李晓雪对他不
冷不热，这让梁晓春的心
里很是不爽。梁晓春要用
车送李晓雪一段，也被李
晓雪拒绝了……

天津卫视 19:30
■《金婚风雨情》第

5—7集 季诚出国三年没
给舒曼写过一封信，连即
将回国的消息都是从石菲
菲那听来的，这让舒曼很
不开心。回国后，季诚始
终冷淡舒曼，让舒曼耿耿
于怀，天天在耿直面前唠
叨。耿直找到季诚理论,
两个情敌面对面交手，几
个回合下来，误会很快就
被化解了，季诚和舒曼又
恢复了以往的关系……

天视2套 18:25
■《婚姻时差》第25、

26集 李海无从选择，想
再次逃避，可吴婷和晓菲
都要他立刻作出决定。晓
菲要李海和她分手，李海
开不了口，最终痛苦地点
头。李海和吴婷回到加拿
大。李海看见吴婷折了很
多纸玫瑰打发孤独的时
间，才真正意识到吴婷在
加拿大是多么地孤单与无
奈，开始体谅吴婷……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陈志

和尚丽芬是二婚，当初结
婚时，尚丽芬带着一个女
儿，据尚丽芬现在的丈夫
陈志说，这个女儿是尚丽
芬婚前和王承的孩子，自
己替王承抚养了八年，而
亲生父亲这么多年却不
闻不问。于是，陈志的家
人找到了王承现在的爱
人，向其索要八年的抚养
费。原本合情合理的一
件事，为何王承夫妻会果
断拒绝，这起案子背后又
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
故事呢？

天视6套 18:00

■《鱼龙百戏》本场季
擂台的4位选手分别是来
自山东济南的快板演员冯
芮、董彦彬，天津的京韵大
鼓演员房磊和河南郑州的
河南坠子演员王鑫鑫。本
场监考官分别是京韵大鼓
名家王玉兰，相声名家郑
健、戴志诚，快板书名家李
少杰以及评书名家张怡。
此外，还有20位来自全国
各地的场外云评审。另外，
本轮没进入季擂台的另外
8位寻师人与快板演员管
新成、京韵大鼓演员时唯和
天津相声广播主持人穆岩
三位领队组成鱼龙观察团，
坐镇现场观战，为场上选手
加油助威。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