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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22-31 C 23-30 C
多云，有分散的阵雨
偏北阵风1-2级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8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8月7日开奖结果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明日限行 5 0

今日
限行 4 9

8月17日，“天空之城”久石让&宫
崎骏经典动漫作品演奏会将在成都特仑
苏音乐厅举行；

8月23日至24日，开心麻花独角音
乐喜剧《求婚女王》将在成都市妇女儿童
中心剧场演出；

8月25日，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展演
剧目川剧《此心安处》将在成都新声剧场
演出；

8月30日，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展演
剧目交响组曲《红色丰碑》将在四川大剧
院演出；

8月30日至31日，四川艺术节剧目
《根》将在金沙剧场演出；

9月 8日，《杜天奇2019钢琴独奏
会》将在四川音乐学院大音乐厅举行；

9月12日至15日，《斯拉法的下雪
秀》将在四川大剧院演出。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1—101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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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6时）
AQI指数 120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内江、遂宁、资阳、广安、雅安、
乐山、德阳、达州、绵阳、巴中、南充、康定、
自贡、宜宾、眉山、广元、西昌、泸州、攀枝花

一年一度的七夕节来
临，社会上关于单身族与已
婚族、恋爱一族的讨论喧嚣
再起。一边是民政部公布的

“我国单身成年人口超过2
亿”话题热闹非凡，另一边是
关于红火旺盛的七夕消费的
讨论。那么，有“中国情人节”
之称的七夕节，有哪些消费趋
势？单身人士怎样过七夕？

买花
90后

占总体销量的46%
根据京东到家数据，在

七夕当日，90后鲜花购买量
最多，占总体销量的46%。
同时90后也是最愿意直接
表达爱意的群体，有超过
70%的订单在备注中提到
了“爱你”。而 80 后只有
45% 的 订 单 留 言 了“ 爱
你”。70后对爱的表达则更
为婉转，备注中出现最多的
关键词是“谢谢”。虽然表
达爱意的方式不同，但在花
品的选择上则非常一致
——玫瑰花独占鳌头，销量
占到了总体销量的84%。

从地域上看，今年七夕
北京的关键词是“全城热恋

“，北京成功登顶鲜花订单
总量的榜首。上海地区鲜
花消费的订单量位居全国
第二，但消费额却夺得全国
第一，上海消费者在买花表
达爱意上毫不吝惜，客单价
全国第一。而成都消费者
在七夕节最喜欢购买搭配
有巧克力、玩具熊的礼盒型
花束，加赠巧克力的19枝红
玫瑰搭配情人草夺得销量
桂冠。

就餐
半数成都人

追求“火辣辣”
在七夕这样的浪漫节

日，当然少不了美食来庆祝。
据美团《2019 七夕消

费趋势报告》，虽然北上广
深一线城市消费绝对值高，
但在消费增长潜力上，“新
一线城市”表现卓越，甚至
有部分城市已经超越了一
线城市。报告显示，七夕当
日环比前三日均值的餐饮
交易额增幅榜上，南京、杭
州、长沙、武汉均领先于一
线城市，增幅超过 100%。
此外，西安、成都、重庆等城
市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增幅
均在90%以上，超过北京。

从餐饮品类看，火辣辣
的美食成为成都人七夕约
会的首选。美团点评大数
据显示，火锅、川菜占成都
人七夕餐饮消费的50%，拿
下一半情侣们的味蕾。

出游
单人出行

增长超6成
七夕节真的就只是情

侣的专属节日？全国2.4亿
的单身人口怎么过？据去
哪儿网大数据显示，庞大的
单身人口基数带动了单人
旅游、出行的需求。

七夕，一个人走走停停
正在成为潮流。今年七夕
节前后，出行人数较去年同
期增长12%，其中单人出行
较去年增长超6成，成为增
长最快的群体。而北京、上
海、成都、深圳、广州成为单
人出行最多的城市。

此外，随着出境游成为
主流，中老年参团出游、年
轻人自由行成为出境游的
趋势。据数据显示，选择自
由行产品的年轻群体中，单
人出行与情侣出行比重分
别达到31%与33%。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雷强 王婷

只见甜蜜爱情
不见领证长龙

疑是“8月8日”分流，成都人今年七夕登记结婚锐减四成

七夕节

8月7日，农历七夕，也是中国传统情人节。当天阳光重回成都，好日子撞上好天气，当是新人领证的好时
候。然而，当日上午8点半，记者在成华区、武侯区婚姻登记处门口，却没看到往年火爆的排队景象。

据成都市民政局统计数据，当天全市登记结婚的新人近2000对，比去年的3516对减少四成有余。成华区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这可能是因为七夕节紧邻“8月8日”，分流了领证新人。

民政局门口没了领证新人大排长龙，爱情的甜蜜却未因此减少半分。当天，记者不仅见证了“最高效”“最成都”
“最浪漫”的爱情，还观摩了一场最传统的中式婚礼。

赏汉式婚礼 品传统文化

对新人
七夕集体颁证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

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
义务。”8月7日上午，成都吉福南路小游
园内，10对穿着西装、婚纱的新郎新娘，在
台上郑重宣誓。这是由四川省民政厅、成
都市民政局举办的七夕集体颁证仪式。

伴随着音乐和旁白，上午10点，集体
颁证仪式拉开序幕。正婚礼、沃盥礼、同
牢礼、合卺礼……在中国的情人节，传统
的汉式婚礼仪式呈现在大家眼前。半小
时后，10位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拉着自
己丈夫的手缓缓走上舞台，宣誓领证。

“我和我老公提前在网上预约了今天
领证，后来有工作人员给我们打电话，问
我们是否愿意参加这样一个集体颁证的
活动。”参与此次婚礼的刘女士说，这样的
形式有趣，也很有仪式感。据了解，此次
参加活动的10对新人，都是提前在网上预
约七夕领证的新婚夫妇，自愿报名参与。

“平日里，新人可能都是穿着T恤、牛
仔裤，就把结婚证领了。”四川省婚庆行业
协会会长王亦平说，举办这样的集体颁
证仪式，就是希望新人在这一天体会到仪
式感，“结婚是大事，值得纪念和庆祝。”

据悉，这是四川省民政厅第一次举行
较大规模的集体颁证仪式，“以后应该还
会有这样的活动。”王亦平说，除了让新人
有仪式感，这次展现的汉式婚礼，也是趁
着中国情人节的节点，弘扬中华民族忠贞
爱情、家庭和睦的传统文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姚箬君

实习生杨芸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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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9点06分，成都市
成华区婚姻登记处第一对领证
新人诞生，他们是25岁的费勇
强和黄爱民。因为排在前面的
两对新人选择先婚检，排在第三
的他们幸运抢到第一位。

他们的爱情乍听普通，却藏
着深沉的浪漫。领证现场，费勇
强深情表白，证明理工男也是情
话高手。

费勇强和黄爱民是成都理
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同学，都是环
境工程专业。研一入学没多久，
两人就相恋了。

校园爱情，平静而浪漫。平
日里，他们最爱沿着校园里的
砚湖散步，走过春夏秋冬。费
勇强仍记得那时在湖边对女孩
说的情话：“希望我们年老的时
候也能像这样，看着最后一片
叶子掉下来，你在我怀里，我跟
你说着情话。”如今两人领证，
决定相伴一生，也算是履行当
年的承诺。

今年7月，大学毕业后，两
人又在同一个单位的同一部门
工作。从相识、相恋、工作到结
婚，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

领证过程中，他
们是众多恋人中最活
泼的一对，黄爱民还
拿出手机自拍。“其
实在填表之前我
都没啥感觉，填表
的时候突然有点
紧张，现在有点
激动。”她说。
相比女生，费
勇强倒是淡
定许多：“我
们终于在法
律层面互
相拥有彼
此了。”

七夕节当天，是李雄和钟学
丽相识的第27天。7月12日，
他们在烧烤店认识，李雄是店老
板，钟学丽是美女食客。他们一
个爱吃，一个会做；一个温柔，一
个幽默；一个美丽如“静香”，一
个把微信名改成“静香我是大
雄”……

是男生先注意到女生的。
“她来过我们店里两次，不过都
是点头微笑，没说过话。”7月12
日，钟学丽加入店里的美食群，
两人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李雄
把这形容为“鬼使神差”。

“就是问她菜品、服务怎么
样啊。”一来二去，两人很快在一
起了，“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三
观也特别合。”在李雄眼里，钟学
丽温柔、善解人意；在钟学丽眼
中，李雄幽默、有责任感。

经营一家烧烤店，工作繁忙

且时间不规律，两人约会的场
所，总是在烧烤摊上，就连领证
结婚也是在宵夜时决定的。

7月27日，相识第15天，吃
着宵夜，两人抬头对望。女生突
然开口：“不如我们去领证吧？”
男生没有丝毫犹疑：“好啊！”

本想立刻领证，两人却发现
户口本并不在身边，恋爱的事情
也没跟父母说过。遂在互见家
长、收获祝福后，他们终于可以
安心领证。

“昨天后半夜我就去烧烤店
等他了。”8月7日凌晨5点，李雄
关店后，带着准媳妇径直赶到婚
姻登记处，“过来路上我感觉自
己心跳加速，太激动了。”

9 点 45 分（因为先做了婚
检），李雄和钟学丽拿到梦寐以求
的结婚证。李雄用略带颤抖的声
音表白：“老婆，爱你一辈子哦！”

何登耀与钟雪的爱情，很成
都。两人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是
茶铺，感情也是在牌桌上建立
的。“他牌品好，人品应该也不
差。”钟雪笑着说。

8月7日（七夕情人节）凌晨
4点半，何登耀和钟雪抵达成华
区婚姻登记处门口。“一个人都
没有，我还以为地方走错了。”绕
着民政局又走了一遍，何登耀才
确定就是这里。

之所以那么早来排队，是因
为朋友提醒，“他们说去年七夕
凌晨5点过来，就已经排到90多
号了。”虽然今年没人排队，两人
还是决定在门口等着。

说起相识，两人对视一笑。

“他带我去打麻将，耍多了就在
一起了。”钟雪说，何登耀牌品很
好，总是让着自己，输了钱也不
生气，“人品应该也不会差。”

说起交往时最开心的事情，
两人也很有默契：“打麻将赢钱
最开心啊，赢了钱一起去吃烧
烤，多安逸。”

虽然已经在一起三年，但两
人今年也才22岁。为何早早认
定对方就是相伴一生的人？他
们的回答是缘分到了，“也到了
法定年龄了嘛”。

对于未来，他们没有太多幻
想，只想把小日子过好。七夕领
证如何庆祝？“先回去补觉嘛，太
困了！”

最高效
相识27天闪婚烧烤店老板与美女食客的爱情

最成都
麻将桌上的爱情：“他牌品不错，人品应该也不差”

最浪漫
“愿最后一片枯叶落下时你仍在我怀中”

理工男也是情话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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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雄与钟学丽。 费勇强与黄爱民。何登耀与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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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 19091 期全国销售
269521488 元。开奖号码：04、13、20、
26、28、03、12，一等奖基本1注，单注奖
金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68
注，单注奖金731621元，追加24注，单
注奖金585296元。三等奖244注，单注
奖金10000元。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
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
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
分 配 ，详 见 中 国 体 彩 网 公 告 。
3724322762.6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212 期 全 国 销 售
15736294元。开奖号码：772。直选全
国中奖 5076（四川 268）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 全国中奖 5477（四川
353）注，单注奖金346元。15926120.79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212 期 全 国 销 售
10099786元。开奖号码：77253。一等
奖 161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94151941.8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0
月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