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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手环，
就能与特定演员一起拍戏

科技助力游客体验沉浸式影视游
交警预计：
今天景区周边
交通流量仍较大

花车巡游。
花车巡游
。 通讯员 供图
戴上动力手环，使用手环时
哪条不起眼小路，手环上都会显
如果遇到穿着古装的特定演员， 示，且能实时跟踪。除了传统的
你只需要抬抬手就能与演员互
地图指引功能，游客戴上手环，
动。昨天是国庆长假第二天， 就自带了一个角色设定，可在现
象山影视城在高科技的加持
场与特定演员飙戏。
下，游客们体验了一场沉浸式的
游客换上一身戏服，听导演
影视游。
讲完戏。不多时，
一部短剧在作坊
“往年影视城门口自助机上
区的棚内开拍。在虚拟场景与特
的地图领取点排满长队，今年有
效技术的加持下，通过人物的实
了科技加持，游客们戴上一只小
时表演，
没过多久成片就生成了。
小的手环，就能将沉浸式影视游
“拍戏的感觉原来是这样，
太
体验到极致。”象山影视城相关
有意思，确实大开眼界。”看到成
负责人介绍。
片后，来自台州的张先生抑制不
实时定位、随身携带、趣味
住激动的心情赶紧发了朋友圈。
游戏……手环上新科技加持的
在影视城新建的 360 度环
形剧场内，
《速度与激情》正在
沉浸式导览地图极为详细，定位
也极其精准，无论身处影视城的 “拍摄”中。震天的“轰轰”声，场

上的汽车在原地转了十几个面
包圈。前后抬轮、原地转向、漂
移甩尾，此时导演坐在监视器
前，拍摄画面同步传到大屏幕，
配合演员们高空下降、跑酷，游
客们心跳加速，沉浸式体验了电
影中飞车的特效拍摄现场。
象山影视城相关负责人表
示，以影视 IP 为主题的实景娱
乐项目，正成为新时代文旅融合
新趋势的代表力量。而科技创
新为影视文旅提供了硬件支撑，
数字呈现技术和影视的融合，助
力象山影视城开创一个全业态、
多动线、行进式、深体验、多互动
的沉浸式影视文化体验游。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吴宙洋

这个长假，动物园里谁成功
“出圈”
？

金毛羚牛。
金毛羚牛

黑猩猩“憨憨
憨憨”
”。
国庆长假，谁是宁波雅戈尔
设备，一会儿又将脸怼到摄像机
野生动物园里冉冉升起的“明
镜头前……
星”？国宝大熊猫、金丝猴？会
面对如此活泼的“憨憨”，周
垃圾分类、技能满满的大象？还
围的游客自然是“走过路过不能
是游客心目中的“常青树”长颈
错过”，一下就围拢过来。有游
鹿？你可能想不到，竟然是小小
客冲它“飞吻”，它也撅起嘴巴，
的它们——
“回飞”
了一个。
“憨憨”
的机灵劲儿远不止于
黑猩猩“憨憨”
此。见它不停伸手来抓收音设
前天上午 10 点左右，记者
备，记者开玩笑请它对着镜头跟
在雅戈尔野生动物园餐厅门口
大伙儿打个招呼，它非常“合时
遇到了黑猩猩
“憨憨”
。
宜”
地发出
“噗”
的一声；
请它挥挥
国庆假期，
只要天气适宜，
条
手，
它立马抬起一只脚晃了晃。
件允许，每天上午 9 点 25 分到 9
金毛羚牛
点 55 分，
“憨憨”
会在育幼员的陪
伴下，
到黑猩猩馆和游客见面。
第一次出来和游客见面的
“憨憨”一点儿也不扭捏，一
金毛羚牛宝宝，还在努力适应
会儿伸手来抓记者手中的收音 “被围观”，一脸既好奇又胆怯的

模样。
“它胆子特别小，但又不像
其他动物，胆子小就会躲起来，
它还是会到处看一看，凑一下热
闹。”雅戈尔野生动物园工作人
员宋志成说。
在和金毛羚牛相处的时间
里，
宋志成已经大致摸清了它的小
脾气，
“它要是感到紧张，
会呈现缩
起来的状态，
有时还会倒着走；
它
要是特别放松，
就会转着圈跑。
”
“它甚至还会四肢离地跳起
来。”宋志成指着金毛羚牛宝宝
的脚说，
“ 你看它的蹄跟牛蹄不
一样，牛蹄是全部着地的，而它
只有
‘脚尖’
着地。
”
这个小细节，跟金毛羚牛的
身世有关。金毛羚牛通常栖息
于 2500 米 以 上 的 高 山 悬 崖 地
带，能够做到纵横于悬崖峭壁如
履平地，
具有极强的攀岩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金毛羚牛是
一级保护动物，与大熊猫、金丝
猴、
朱鹮被列为我国的四大国宝。
记者 石承承/文 记者 崔引
崔引//摄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陆明光
方丹茜 许尚密 吴银辉 黄盛剑） 昨天是国
庆长假第二天，天气晴朗，市民出游热情依
旧高涨，城区部分路段特别是景区、商圈周
边，
交通持续保持大流量态势。到记者昨晩
发稿时止，全市交通情况总体平稳，未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
未发生重大路堵情况。
从昨天上午开始，环城南路高架、机场
路高架、城市高速、鄞县大道、鄞州大道、世
纪大道、通途路、环城北路、214 省道、329
国道等道路的部分路段车流密集；
市区天一
广场周边、日新街、开明街，
南塘老街周边鄞
奉路、尹江岸路等部分时段路段交通流量偏
大，停车位紧张；东钱湖、九龙湖、鄞江五龙
潭、溪口、江北达人村等景区延续国庆首日
的
“热度”
，
车流人流集中、停车位紧张，
而杭
州湾、余姚丹山赤水、象山影视城、东旦沙
滩、鹤浦大沙等网红景区周边道路流量偏
大、停车紧张。
据交警介绍，昨天交通高峰从上午 9 点
左右出现，下午 2 点以后回程车流超过去程
车流，下午 4 点以后，除环城南路高架、机场
高架、环城北路部分路段外，交通逐步恢复
正常，
中心城区部分道路交通流量增加。
交警预计，
今天各景区周边的交通流量
仍较大，停车位紧张，市民出行尽量提前规
划路线，
选择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出行。

一天 21 起急救报警
都是酒惹的祸
本 报 讯（记 者 徐 露 清 通 讯 员 朱 依
琼） 国庆长假，
不喝不快的人不在少数。据
市急救中心统计，国庆假期首日 24 小时内，
该中心共接到酒精中毒患者报警 21 起，大
约是非节假日时的两倍。这还不算以非救
护车方式送医的患者。
在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急诊科朱
峰副主任医师在 10 月 1 日凌晨 1 点-8 点的
单个班次里，就接诊了 4 名喝酒引起并发症
的患者。
老王（化名），45 岁，晚上聚餐喝了半斤
白酒后，瘫在床上不停呕吐，一不小心呕吐
物呛到了肺里。被家人送到急诊室后，
诊断
为吸入性肺炎，氧饱和度超低。医生说，如
果呕吐物堵住主支气管，呼吸、心跳可能瞬
间消失。
朱峰介绍，
急诊最常见的两种喝酒并发
症，就是呕吐物呛到肺里引发吸入性肺炎、
氧饱和度降低，和呕吐造成贲门撕裂、消化
道大出血，
另外还有酒精中毒、酒后外伤等。
他提醒，酒还是要尽量少喝，尤其是本
身有基础疾病、肝病、胃病及对酒精过敏的
人，务必谨慎饮酒。另外，在一些药物服用
期间，比如服用头孢的前一周和后一周、服
用高血压药期间，
切勿饮酒。
如果身边人饮酒后发生频繁呕吐，
务必
格外警惕两种情况：一是如果昏睡不醒，务
必调整好姿势，
保证呕吐时头偏向一侧或头
低一点，谨防呕吐物呛入气管或肺部；二是
注意观察呕吐物颜色，
如果喝的是白酒等浅
色酒，呕吐物却带有咖啡色或红色液体，就
可能存在消化道出血，务必及时就医；如果
喝的是红酒，
难以判断，
保险起见，
建议也送
医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