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见证
从4000人中胜出
50位“最美新娘”将获专属大礼

4月20日，“谷雨”这一天，郎酒股
份携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一同种
下幸福的种子——“红花郎·幸福
2018”升级再出发，在全网全川范围
内，推出“红花郎·幸福2018最美新娘”

“红花郎·幸福2018金牌宴席酒楼”“红
花郎·幸福2018优秀联盟商”三大榜单
评选。今年，我们将祝福扩大。“最美新
娘”评选，由去年的“一次评选”变为“每
月一评”。

从5月10日发出征集令以来，4000
余名新娘积极响应，晒出了自己的幸福
瞬间：洁白的城堡前，他单膝跪下，为身
着白纱的她，送上一束玫瑰；蔚蓝的大
海边，相机定格下她和另一半嬉笑打闹
的一刹；随性的他们，晒出一张旅游照，
虽不华丽，可两人脸上的笑容却感染了
无数人……

6月，和气温一样居高不下的，是网
友们投票的热情。自6月1日投票启动
以来，榜单上的点赞数量一直在变化
中。截至7月1日0时，“红花郎·幸福
2018最美新娘”榜单上，投票累计已超
过200万票。一个个数字，就是对幸福
爱人们最好的祝福。

7月1日0时，随着投票通道的关
闭，第一轮投票票数定格，排名前50名
的新娘被幸福选中，成为了“红花郎·幸
福2018”首批“最美新娘”。她们，也将
收获一份特别的奖励——1.65L专属版
大红花郎酒。

幸福·分享
最美新娘刘丹：
想把自己的幸福“传染”给更多人

来自遂宁的刘丹，一直占据着“最
美新娘”榜单榜首。到投票截止，她已
获得近45000个点赞。

今年刚为人妻的刘丹和丈夫赵耀
是高中同学，一见钟情、校园恋、异地5
年后走到了一起，一切小说中的甜蜜情
节在他们身上真实上演。

相恋、相爱9年，为了多陪陪爱人，
赵耀曾夜里坐两个多小时公交去接刘
丹下夜班，第二天6点过又坐公交回去
上班；而为了做赵耀坚强的后盾，刘丹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心甘情愿回到老家
找了份普通工作。

“相互付出，朝着一个目标一路前
行，这就是幸福。”刘丹说。她也想把自

己的幸福，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5月
10日，“红花郎·幸福2018最美新娘”发
出征集令后，她立马报了名，还常常在
朋友圈为自己拉票，“就是要大胆地晒
出幸福，这样，幸福也会‘传染’。”

如愿成为首批“最美新娘”，除了感
谢一直帮忙投票的朋友，她最想感谢
的，还是一路陪伴的老公赵耀，“谢谢他
让我这么幸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7月1日，“红花郎·幸福2018”的第一份

幸运送出——在经过一个月的角逐后，首批

“红花郎·幸福2018最美新娘”名单揭晓，50

名新娘从4000余名参与者中脱颖而出，并

将获得由郎酒股份送出的专属幸运大礼。

新的一个月，报名、投票评选继续，只是

6月获选的“最美新娘”不再参与投票及评

选，我们将见证下一批“最美新娘”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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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世界各地的彩票摇奖过程，没
有任何流程可以做到100%零故障。不
少地区都曾出现过或大或小的问题，即
便欧美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这就显示
出应急预案的重要性。为此，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制定了《中国体
育彩票摇奖类开奖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办法》《体育彩票开奖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演播中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突发停电事故应急预案》《体彩
开奖直播应急处理预案》《开奖视频网
络直播应急处理流程》等一系列应急保
障预案，从而确保体彩大乐透开奖过程
中每一个环节均有严谨的操作流程及
规范，将各项风险降至最低。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也在不断地提
高应急处理能力，为做好开奖工作而不
懈努力着！

摇奖意外不用怕
应急预案来保障

不知不觉，中
国体彩大乐透已
经走过11年的青
葱岁月。11年间，
它伴随着我们共
同见证了一个又
一个大奖的诞生，
帮助过很多人实
现梦想，也陪伴着
很多人走在实现
梦想的路上。

但 俗 语 说 得
好，“金无足赤，人
无完人”，体彩大
乐透进行这么多
期的摇奖直播，现
场难免会有意外
发生。那么，摇奖
过程中可能出现
哪些问题？有哪
些应对方法和保
障措施呢？

一般情况下，体彩大乐透在每周一、
三、六的晚上8点半准时开始直播摇奖。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
体彩大乐透应当在当期彩票销售截止时
封存彩票销售原始数据。在摇奖之前进
行销售数据无遗漏的汇总封存，既保证

了每一位购彩者的切身利益，也是确保
彩票摇奖公平公正的重要举措。如果数
据封存时出现了问题，导致摇奖直播延
迟，这时就需要通过网络直播渠道告知
公众和购彩者，说明摇奖延迟的原因，待
数据封存结束后，才能进行开奖。

数据没封存好，能不能开奖？

公证人员无法到场，怎么办？

热爱彩票或是经常关注彩票的人们
可能知道，体彩大乐透摇奖中的整个流
程都是在公证人员的现场监督下进行
的。万一公证人员因故无法按时到场，
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形下，根据《中国体

育彩票开奖管理办法》的规定，为保证摇
奖的公开、公平、公正，须等待公证人员
到岗后方可正式开奖。但如果公证人员
仅一人到岗，则由到岗的公证人员行使
见证职责，摇奖后致见证词。

摇奖设备出问题，应如何应对？

开奖过程中，摇奖机如果因突发故
障而停止工作，摇奖现场的工作人员和
公证人员应及时进行故障排除，然后对
未开出号码和无效号码的球道重新进行
摇奖。如故障无法排除，则更换备用摇
奖机。

摇奖过程中，摇奖球会不会出现问
题？其实这也是有可能的。比方说球的
顺序装错了，装的时候掉地上了，或是摇
奖的过程中球脱离了轨道掉在了地上等
等。

那么，怎么应对这些情况？按照管
理办法，摇奖球顺序装错了可以重新装，
但是装的时候掉在地上了则比较麻烦。
为保证开奖全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必须要让每个摇奖球的重量极其接近，

这个时候需要重新对摇奖球进行称重。
但如果因为直播时间的关系，来不及进
行称量，就得重新更换另一套摇奖球，重
新进行摇奖。如果是摇奖过程中摇奖球
滑落或未达到展示位置，摇奖机不停止，
要等到摇奖程序运行完毕后，工作人员
和公证人员进行视频回放确认出球的有
效性，再由公证人员将有效出球放回至
既定展示位置。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说：“要是真出
现这种故障，一定不想让我们看见
吧。”错了！按照管理办法，在摇奖设
备故障处理的过程中，现场观众不退
场，网络直播不中断。电视台可能因
为时段原因不能播出，但是网络会要
求全程播放。

有应急预案，出事不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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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急救
4分钟内最有效

未来“安全社区”将普及这些
急救知识

近日，由四川省安监局、四川省红
十字会联合举办的2018年共建安全
社区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在安全科技
大厦举行，来自四川各市州的政府人
员、社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53名学
员在专业讲师的指导下，现场学习救
护“伤员”技能。

学员：学成后将去普及救护知识

6月29日上午，安全科技大厦10
楼教室内，应急救护讲师杨峥正在给
学员讲解做“心肺复苏”急救的要点。

“按压的时候要注意深度和频率”“要
时刻观察伤员的面部表情”“每个环节
都要记在心里，不要弄错了”。

坐在人群里，陈希认真记录。她
是崇州市桤泉思源学校初三的一名体
育老师。本次培训持续6天，陈希会
和其他学员一起学习骨折固定、出血
包扎、用电用水安全等内容的培训。

陈希说，未来，她不仅能给学生普
及更多专业的应急救护知识，还将走
进学校附近的社区，给社区居民们培
训急救小常识。

讲师：黄金救援时间在4分钟以内

学员跪在地上做心肺复苏，作为
讲师的杨峥一刻也没闲，一手拿着计
时器，一边提醒学员节奏和细节。

自从2016年，四川省安监局和四
川省红十字会联合开展共建安全社区
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以来，四川省红
十字赈灾救援队队长杨峥就一直担任
培训的实操教学。在他看来，学员会
有一些“误区”，如“心肺复苏”中按压
的深度和率频不够。他介绍，如果两
个重要指标达不到，救人的效果将受
到很大影响。

杨峥说，当我们发现患者倒地，判
断意识和呼吸之后，4分钟以内抢救
是最有效的。

除了日常的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今年45岁的杨峥从事赈灾救援已经
10年了。十年来，他参与了“5·12汶
川地震”“芦山地震”、九寨沟地震等灾
后救援工作，拥有丰富的实践应急救
援救护经验。

“多一点专业的救援救护知识，就
是给生命多一层保障。”杨峥说，在他
经历过的灾后现场，看到大家在灾难
面前因保护不当而受到伤害，就很心
痛。他常会有这样的思考：“如果当地
的人懂得的应急救援知识多一些，也
许他们受的伤害就会少很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杨金祝

首批50位“最美新娘”揭晓
来看看有没有你支持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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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

刘洋

傅华梦

徐婉

郑红梅

陈郡

高于童

唐燕利

刘鸿飞

石勤

曹茂晏

邓丙霞

刘远洪

罗丹

王飞

彭怡萱

黄川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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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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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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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斌

何刚

杨惠

陈晓雪

王利

胡思婕

尹倩

伍丽娟

苏姗

王露

卢颖茜

王静

陈娜

张云凤

赖艳

张珊

惠庆连

田丽

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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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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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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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郎·幸福2018”评选持续进行
中。我们继续在全川、全网寻找幸福故事，
并为幸福的人儿送上喜庆满满的红花郎，
一起为幸福干杯，向奋斗致敬。

赶快通过以下途径，分享你的幸福吧。

一起为幸福干杯

扫码晒幸福还有奖品拿

“红花郎·幸福2018”评选活动继续。
“红花郎·幸福2018最美新娘”、“红花郎·幸

福2018金牌宴席酒楼、
“红花郎·幸福2018优
秀联盟商”三大榜单等
您来报名参选。活动主
办方为获奖者准备了丰
厚的奖品，报名请扫二
维码。

下载并登录封面新闻APP，点击求助
小封并留言，说出你们的幸福故事；

通过发送新浪微博话题#红花郎幸福
2018#，并@华西都市报进行讲述；

呼叫华西都市报热线
028-9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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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网红店 一半面积为“拍照专区”
粉色墙壁、座椅、集装箱……走进位于环

球中心的这家号称“成都最大网红店”，映入眼
帘的是各种充满少女心的布置。整个店约有
3000平米，近一半面积都是供顾客拍照的区
域，不仅有装满波波球的水池，还有一大片户
外草坪，草坪四周同样是五颜六色的装饰墙。
不仅如此，店内还有专供顾客拍照的道具和服
装租赁。

另一家位于武侯区高攀路的餐厅走的则
是美国西海岸风格，独立的两层玻璃房以白色
为主色调，大片绿植装饰和霓虹灯箱也十分吸
引眼球。进门处左侧的一面装饰墙，也成了来
店顾客必“打卡”的拍照点位。

类似这样的店在成都还有不少。隐藏在
锦江区华兴东街一幢小楼里的咖啡厅，以复古
油画、烛台和壁炉作装饰，开业仅一个多月，就
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打卡”。在咖啡厅进门处
约有10平方米的空间，被用油画、绿植等装饰
物搭出一片“风景”。

3家店虽然风格不一，但人气颇高。从大
众点评网上的评论来看，绝大多数网友都是专
门冲着拍照去的，而大家提到最多的词是“网
红店”“拍照好看”“环境好”。

周末客流大涨 近半数顾客为拍照而来
周六下午4点，位于环球中心的这家“网红

店”已坐满了人。记者在店内停留了一个小
时，发现进店的顾客大都是结伴而来的年轻女
性。而大家的“步调”也颇为一致，先在前台点
完一杯饮料，余下的时间都是在拍照。

“就是专门来拍照的，类似的网红店我们
每周都会挑一个去耍，人均几十元消费也还可
以接受。”在高攀路的一家店内，记者遇到两位
专程过来拍照的女顾客。

负责人张怡然介绍，到店的顾客80%都是
90后，而且大部分是女生。虽然没有透露开店
成本，但她表示，绿色植物、灯箱在装修费用中
占了大头，而环境确实对吸引客流起到很大作
用。“工作日店里每天客流量大概在100人左
右，周末则要接待300多人，近8成客人都是冲
着环境过来的，专程来拍照的占到40%吧。”

张怡然说，自己和另外3个合伙人都曾
在美国留学，装修设计是大家一致喜欢的美
西风格。“本意是想做好一家早午餐厅，既然
大家都想拍美美的照片，下一步会增添一些
相应的布置。”

咖啡店变身“网红打卡地”
近半数妹子进店不是为了喝咖啡

一到夏天，“精致的猪猪女孩们”就开始四处网罗各种拍美照的地方，约上小姐妹们前
去“打卡”。

为此，成都不少餐厅、咖啡厅变身“美拍店”，开辟出专门区域供客人拍照，而这些频繁出
现在微博、朋友圈中的照片，也让这些店铺迅速变身为“网红打卡地”。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访了成都几家“网红店”，去一探究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实习记者申梦芸 刘旭强

观 |点
从“卖咖啡”到“卖体验”
为传统业务创造新价值
一个百平米的咖啡厅装修费用最少也

要近10万元。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很多网红
店开在热门商圈，算上店面租金成本，如果还要
拿出一部分面积仅用于拍照，也是一笔不小的
花费。“但有人愿意这么做，说明是可以带来效
益的。”

对此，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颜锦江认
为，在咖啡店设置专门的照相区域，这是一
种营销模式的变化，即从以前“卖咖啡”到现
在“卖服务”“卖体验”。如今，互联网对传统
行业的冲击基本上是全方位的，但很多服务
是需要现场体验才能充分实现。这种营销
模式的变化，体现了消费的变化带来的服务
调整和创新。另一方面，这种咖啡业务与照
相业务的跨界也体现出产业融合的趋势。
为传统的主营业务创造了新的价值，相信未
来还会有更多其他元素融入其中。

在他看来，不能因为这种模式很火就盲
目复制。“模式可以借鉴，更重要的是及时把
握和引导顾客的动态需求，结合自身优势打
造自身特色，进行一定程度的差异化竞争。”

“最美新娘”榜首刘丹和丈夫赵耀。

“网红店”内顾客正在拍照。

6月“最美新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