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约车司机雾霾天订单大数据：

去去泉泉城城路路的的少少一一成成
去去火火车车站站的的多多三三成成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外出旅游变“家里蹲”
火车站和医院的人多

“这周休假，计划在家看
孩子，抽空去滑个雪，因为这
场恼人的霾，计划调整成家里
蹲。”12月20日，刚开始休假第
一天的市民刘女士在朋友圈
发了这么一条状态。刘女士的
遭遇并非个例，在雾霾肆虐的
这几天里，为了少吸一些雾
霾，市民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以减少对身体的伤害。

记者注意到，雾霾如此严
重的这几天，省城路上的行人
确实少了很多。滴滴出行提供
的数据显示，相对于不必要的
出行（如去购物、聚餐等），市
民倾向于回避。其中，12月19
日雾霾天去购物、娱乐场所等
地方的订单，比12月6日（空
气 质 量 为 良 ）分 别 下 降 了
6 . 6%和8 . 4%。

“去泉城路购物的人比平
时下降大约一成，雾霾这么厉
害，下班后市民多数选择回
家。”快车司机陈师傅说。

持续的雾霾导致机场航
班延误，这让不少市民体会了
什么叫“人在囧途”。胡先生20
日要去乌鲁木齐做紧急培训。

到机场后，机场人员跟他说雾
霾太重，航班取消。最后，胡先
生不得不从济南西站乘坐高
铁穿越层层雾霾到达北京南
站，然后再去赶当晚9点从北
京去乌鲁木齐的航班。

雾霾导致航班延期，高速
同样因为雾霾被封闭，结果火
车成了市民出门最保险的选
择。滴滴数据显示，12月19日
雾霾天去火车站的订单比12
月6日增加了39 . 1%。

“这几天去济南西站以及
火车站的订单比平时多了大
约三成，因为高速封闭后去飞
机场就太麻烦了，就算是去了
也未必能成行。飞机降不下
来，也飞不走。”滴滴快车司机
张师傅说。

张师傅同时提到，因为雾
霾严重，这几天打车去医院的
乘客也很多，绝大多数是儿童
和老人，病情主要是感冒和呼
吸道感染。滴滴订单量显示，
这一数字在过去一周上涨了
8 . 3%。

每天多干七八个活
司机多挣50元

奔波在雾霾中的网约车
和出租车司机明显感觉这几
天活多了，生意好干了。

滴滴数据显示，相比于空

气质量良的12月6日和13日，
空气质量严重污染的12月20
日，出车司机在线时长分别增
加了3 . 19%和6 . 5%，打车人
数 分 别 提 高 了 1 1 . 9 % 和
5 . 8%。

“平时我一天干25单需
要1 2小时，这几天雾霾，我
1 0个小时就能跑完。”滴滴
快车司机李师傅说，雾霾严
重的这几天，每天要比平时
多 挣 5 0 元 ，能 多 拉 七 八 个
活。市民早晚高峰通勤时倾
向于选择打车以减少暴露在
雾霾中的时间，其余时间则
倾向于不出行。

滴滴出行数据显示，相比
于空气质量为良的12月6日，
雾霾天工作日12月20日在早
高峰和晚高峰的打车人数远
高于前者，平峰时期打车人数
则相对较低。

“平时早高峰能接 6单
左右，晚高峰能接5单左右，
雾霾天早晚高峰要增加一
成左右。”滴滴快车司机王
师傅说。

不过，王师傅同时提到，
因为雾霾严重，不少司机更加
青睐预约模式，不让乘客等待
太多时间，提前半小时去找乘
客。“现在雾霾这么厉害，乘客
根本不等我们，订单被取消的
情况很多。”王师傅说。

传承创新阿胶文化，引领滋补中国理念

第第十十届届冬冬至至阿阿胶胶滋滋补补节节举举行行，，教教你你敬敬畏畏传传承承
文/片 本报记者 马绍栋

阿胶“神功”
赢来名人现身“说补”

俗语说:三九补一冬，来
年无病痛。冬令进补，也是我
国的传统风俗。

今年的冬至阿胶滋补节
以《节气美食》开场，“择时而
食”的滋补理念以多种视觉上
的体验呈现于人们的眼前。

《阿胶养生三字经》伴随
着朗朗的童声飘入耳际，而以
演员“国民妈妈”徐玉兰为故
事主角的《阿胶滋补记》微电
影，则引起了现场的情感共
鸣。随后，香港艺人袁咏仪的
登台掀起了现场的小高潮。她
也说起了自己与东阿阿胶结
缘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对阿胶
滋补之道的理解。北京京剧院
的京剧大师们奉献了一场异
彩纷呈的京剧专场演出《阿胶
史诗音乐剧——— 水火之恋》，
国粹、国药交相辉映。

更重要的是当天冬至日
子时，重头戏“九朝贡胶开炼
告祭礼”登场，独属于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制
作技艺的每一个步骤都充满
了仪式感。

十年来，冬令进补阿胶养
生论坛已经成为冬至阿胶滋补
节的必备节目，从文化传承维

度展现了东阿阿胶身为行业引
领者的责任自觉与行业前瞻。
而与往届不同的是，除了国医
大师与中医专家的参与，民俗
专家也一道畅聊滋补之道，共
话阿胶之效，共倡冬至进补。

随着二十四节气被正式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冬至等中国传统节日正被世
界所认识熟悉。

东阿阿胶于冬至取水炼
胶，炼制出一年当中最珍稀的
九朝贡胶品种，是对非遗文化
的最好传承。

中国中药协会阿胶专业
委员会首任轮值主任、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制
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东阿阿
胶总裁秦玉峰表示：“这一切
都是东阿阿胶对‘寿人济世’
使命的坚持和担当，是对传统
文化最好的坚守和传承。”

“滋补中国”
开启养生新风尚

自2007年第一届冬至阿
胶滋补节举办，至今已走过十
年历程。今年的冬至阿胶滋补
节上，东阿阿胶与阿里健康共
同倡导“滋补中国”行动。

“东阿阿胶作为行业引领
者，以行业发展为己任，搭建
此舞台，旨在推动行业发展。”
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说。

阿里健康CEO王磊此前
曾提到，“滋补中国”与各地政
府、品牌企业、行业协会合作，
为其推荐的高品质滋补品打
上标签，让消费者能够更多了
解和购买到源自产区的道地
滋补品。作为传承3000年的滋
补国宝，东阿阿胶秉承“奉阴
者寿”，是最具代表性的滋补
类中药。东阿阿胶的加入，将
助力“滋补中国”道地品质，铺
就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销售
与服务网络。

9次入选“中国500最具
价值品牌”，7次荣获“国家质
量金奖”，3次荣获山东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连续8年被评为
最具发展力上市公司，获全国
中 药 行 业 唯 一 全 国 质 量
奖……

作为阿胶行业最杰出的
代表，东阿阿胶以振兴中医
中药、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
大力传播阿胶养生文化，如
今的阿胶已成为中国滋补养
生第一品类、全国连锁药店
最大单品。

“东阿阿胶是中国养生
文化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且
未来也将继续成为滋补领域
的品质代名词。“秦玉峰表
示，每年一度在阿胶圣地启
动的冬季养生盛事，在传承
弘扬中医药滋补瑰宝的同
时，也是在唤醒民众对中医
药文化的历史记忆。

2016年12月21日，
第十届冬至阿胶滋补节
在东阿县举办。从2007
年至今，冬至阿胶滋补
节已经成功举办十届。
今年冬至，对中国最大
的阿胶企业——— 东阿阿
胶而言，是更具意义和
仪式感的一天。就在此
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已正式批准将中国
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东阿阿胶制
作技艺，两项重量级“非
遗”终于在冬至这天相
遇，碰撞出持久的生命
力。

滑
雪 、泡
温泉这
本来属
于冬天

的休闲活动，
却 因 为 雾 霾
而放弃，最终
市 民 的 假 期
也成了“家里

蹲”。雾霾导致航班延误，火车成了最保险的交通工具,在雾霾
天里，去火车站的市民显著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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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泡温泉这本来属于冬天的休闲活动，却

因为雾霾而放弃，最终市民的假期也成了“家里

蹲”。雾霾导致航班延误，火车成了最保险的交通工

具,在雾霾天里，去火车站的市民显著增多。

盼霾散

数说
齐鲁晚报与滴滴出行联合推出的数据新闻表明，相对于不必

要的出行（如去购物、聚餐等），市民倾向于回避。其中，12月19日雾
霾天去购物、娱乐场所等地方的订单，比12月6日（空气质量为良）
分别下降了6 . 6%和8 . 4%。

东阿阿胶总裁秦玉

峰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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