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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向前）为整
治天价彩礼和推广婚事新风俗，
我 省 在 婚 俗 改 革 上 再 出 新 举
措。8月3日，记者从省民政厅获
悉，省民政厅同意将开封市、宝
丰县等 20个地区确认为全省婚
俗改革实验区。

据了解，经地方申报、调研
考察、综合评估等工作环节，省
民政厅同意将开封市，平顶山市
宝丰县、叶县，鹤壁市淇县、山城
区，新乡市获嘉县，焦作市孟州
市，濮阳市，许昌市鄢陵县，漯河
市郾城区，三门峡市湖滨区、陕
州区，南阳市，商丘市永城市，信
阳市潢川县，周口市淮阳区、扶
沟县、西华县，驻马店市上蔡县，
济源示范区等 20个地区确认为
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

移风易俗，需要耐心培育、
正确引导。2021年，民政部已经
确认两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共32个地区，我省的开封市禹王

台区、宁陵县入选第一批名单。
开封市禹王台区民政局副局长
薛峰告诉记者，禹王台区结合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扎实推
进婚俗改革，让越来越多的人树
立了正确的婚姻价值观，在社会
上逐渐形成了文明婚俗新风尚，
有效为爱“减负”。

省民政厅要求，各婚俗改革
实验区要围绕婚俗改革试点目
标任务，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
易俗，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
庭文化，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
婚姻家庭价值取向，遏制婚俗不
正之风，不断提升全社会文明程
度。

“各地的婚俗不同，我们应
该摒弃传统婚俗中的铺张浪费
等陋习，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
婚俗文化，发挥其加深夫妻双方
感情、促进家庭和谐的作用。”省
社科院政治与党史党建研究所
所长唐金培说。③5

□本报记者 孔学姣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
无数。七夕佳节，承载了人们对爱
情的期许，也带动了“浪漫经济”的
盛行和发展。

万丛是个“仪式感创造者”，专
业从事升学宴、生日宴等场景布
置，近几天朋友圈晒出的照片都与
告白有关，他笑称自己在经历“求

婚大作战”。
8月 3日 10时，记者走访郑州

市正弘城、大卫城等商场，看到围
绕七夕的预热促销活动力度不小，
涉及美妆、黄金珠宝、餐饮等热门
领域。不只有吸引力的折扣，商家
的服务也在进一步延伸。一些美
妆产品除了推出多种套盒外，还贴
心赠送礼盒装的玫瑰花，更有工作
人员现场直播美妆教程。“这种配

置很实用，希望能给女友一个惊
喜。”前来购物的金融行业从业者
李坤说。

在淘宝、京东等线上平台，“七
夕情人节礼物”成为热门搜索词。
据拼多多统计，截至目前，平台上
鲜花、美妆、香水、巧克力等节日商
品销售增长幅度较大，其中鲜花订
单量增长 200%。8月 1日，仅云南
鲜花市场发货就超过150万支。

拼多多还别出心裁地为单身
的消费者设置了“多爱自己”专场，
绿植、健身、零食、玩具、家电成为
这个专场销量排名前五的品类。

俗话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
白”，实用性消费成为大多数已婚
人士的选择。在多家电商平台，风
扇、冷气扇、空调等商品订单量维
持较高增长，扫地机、洗碗机、投影
仪等智能家电销量大幅攀升。③9

又到一年一度的七夕节。这个节日，不只情与爱，也少不了消费。

遍地商家挖掘甜蜜商机，打造全天候消费场景，想着法儿推出各

种活动吸引有情人“买买买”，激发购物欲望，释放内需潜能。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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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鸣

七夕来临，对于餐饮消费市场
来说，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提振机
遇。记者走访发现，相较于普通餐
饮店，郑州各大茶饮店、茶餐厅颇
受消费者青睐，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来此以茶会友、休闲放松。

8 月 3 日中午，在郑州市花园
路某大型商场的“喜茶”店面里，

“95后”小伙王孟阳正在给女友购

买电视剧《梦华录》的联名茶饮。
“我和女友经常一起追剧，对源于
中国茶文化中的‘点茶’很感兴
趣。喜茶推出的定制联名茶饮，让
我 们 能 够 感 受 到 传 统 手 艺 的 魅
力。”王孟阳说。

适 逢 七 夕 ，郑 州 不 少 主 打
“茶”文化的餐厅也宾客盈门。在
金水路的城墙根茶馆，煎茶艺与
点茶艺走俏，梨条桃圈、蜜饯雕
花、碧涧豆糕等宋风“文艺”茶果，

吸引了广大“吃货”的强烈兴趣；
在经三路的静水瓦屋茶餐厅，看
文房墨宝，闻古琴声声，品清茶一
壶，点几个时令小菜，在仿宋人优
雅精致的“慢生活”中，既品美食，
又觅浪漫，兼得风雅，不失为惬意
好去处。

当七夕与茶点碰撞，不难看
出，茶点消费的精致化、年轻化也
成为一种趋势。在“国潮风”席卷
的当下，茶点在年轻群体中渐成风

尚。在草地里泡个茶、来份点心、
拍个照，亲近大自然，成为一种流
行的生活方式。商场里各式各样

“新茶饮”“新点心铺”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也在培养更多年轻人喝茶
品点的消费新习惯。“喝的不是茶，
喝的是意境品位；品的不是点心，
品的是文化审美。”中国国际茶文
化研究会副会长姬霞敏说，商家抓
住了消费者的心，就抓住了消费者
的钱袋子。③7

□本报记者 胡舒彤

七夕节，别出心裁的礼物更能
体现暖暖的爱意和满满的诚意。

“单价 75元，团购价 38元，我
打算编个钥匙包送给老公。”8月 3
日晚，媒体从业者汪蕴祺一边穿针
引线编织着一款串珠包，一边微信
视频“安利”闺蜜手中的串珠包。

在古代，“乞巧”指女孩向织女
乞求一双巧手，乞巧的方式大多是
姑娘们穿针引线验巧，做些小物品

赛巧。如今，虽然女孩子不用刻意
去穿针引线做女红，但还是有很多
人愿意去拿起绣花针，“描绘”一二。

这几天电商创业者钱大柱收
到不少订单是关于购买刺绣原材
料的。

“价钱由几块到几十块不等，
好多都是赶着七夕节买的小玩意，
有荷包、小挂件之类，耗时短，工艺
简单易学。”钱大柱说，他们已补货
好几次。

“去年七夕节，我给老公绣了

个抱枕，他回赠我项链。虽然老夫
老妻了，生活也要有仪式感。”汪蕴
祺打趣道。

在古代，人们借乞巧教导女儿
家勤劳持家，用针头线脑缝制出五
彩图案、丰收愿景。如今，技法在
更新，但是“穿针引线”勾勒美好生
活的心愿没有改变。

在位于郑东新区祥盛街的中
国国际手工文化创意博览中心展
厅内，各种手工制品让人目不暇
接。刺绣、编织、拼布……从原材

料到成品一应俱全。负责人张海
燕介绍，中心会提供从教材到原材
料、再到成品的全流程产品；还会定
期举办周末市集，请名师传授技
艺。一方面是想用这种形式吸引年
轻人了解传统技法、优秀文化，表达
对生活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是适应
现代人为情绪“买单”这一消费理念
推出的营销模式，为企业创收。

当传统工艺遇上现代消费理念，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花”？“肯定比
绣绷上的更灿烂。”张海燕说。③4

□曾鸣

想要买买买？无论是“朝九晚

五”还是凌晨两点，动动小手，线上

平台任你下单；出去吃饭人太多要

排号？别急，有错峰消费，可以去

茶餐厅喝个下午茶，享受难得的清

雅时光；暮色降临，逛逛不打烊的

夜市，在烟火气里治愈身心……不

知不觉，人们的现代生活已经融入

全天候消费场景和体验。

全天候消费场景，追求的是消

费的升级体验。而消费升级不等于

价格升级，真正的升级在于服务。

当下，消费者习惯用全新的视角看

待消费，愿意为体验买单、为“共鸣”

消费，也更注重自己的时间价值，更

注重无障碍的消费体验和生活品质。

随着消费需求向品质化转变，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带动供给

侧发生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创

新。消费场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消费者是否有消费意愿，拿七夕节

来说，相比消费本身，消费者更热

衷寻找表达情感和烘托氛围的消

费场景。不少商家就此抓住商机，

一方面不断去思考、设计不同的产

品组合，迎合消费需求；另一方面，

不断提醒消费者，该如何去升级消

费。于是，在不断颠覆和创造中，

沉浸式场景、贴心式服务，让需求

时刻“在线”。比如，电影院、商场

内开设的自助 KTV，写字楼里遍地

开花的无人便利店、无人值守的健

身房，等等。延时焕新的“有人消

费”场景，不断深耕生活沃土，让消

费者凝聚起与日俱增的消费潜力，

释放出生生不息的消费热情。③6

线上线下“替你告白”

消费十二时辰

慢享宋风“点茶果子”

穿针引线“女红乞巧”

全天候消费让需求时刻“在线”

移风易俗 为爱“减负”

我省确认20个地区
为婚俗改革实验区

七
夕的

李翔一家人的
“幸福画卷”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蔡君彦

在人口超千万的郑州，李翔
一家跟很多家庭一样，普普通
通，寻常度日。当然，寻常日子
用心经营，也能过得闪亮精彩。

他们家有“三多”：奖状奖杯
多，先后获得“全国五好家庭”

“全国抗疫最美家庭”“河南省最
美家庭”等多项荣誉；家庭会议
多，基本上每月初都要开会，一
家老少围坐桌旁，商量着接下来
家里的大事小情，必要时还会举
手表决；家里笑声多，三代人有
时甚至是四代人共同生活，相处
融洽，屋子里时常传出爽朗的笑
声……

这一家人，有着怎样的“幸
福秘籍”？

七夕节前，记者走进李翔家
采访时了解到，五口之家，除了 7
岁的孩子，80后的李翔、杨晓秀
夫妇，以及李翔的父母，四个人
都是党员，他们用心经营小家，
爱心温暖大家，把寻常日子过得
有声有色，也收获了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的快乐。

2020年，在他们结婚十周年
时，李翔用心准备，托人创作了
一本“幸福画卷”送给爱人杨晓
秀，画中记录了从相识到相爱以
及婚后的幸福点滴，封面上写着
八个大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让我们一起记录生活越来
越好。”李翔和杨晓秀相信，一起
幸福快乐地生活，一直延续的

“幸福画卷”也会记录更多幸福
点滴。

李翔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
从读书到入伍，再转业到地方工
作，一直特别热诚、阳光；杨晓秀
是一名高校教师，多才多艺。两
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们
经营幸福婚姻的秘籍并不复杂：
在结婚纪念日、七夕节之类的日
子，一起吃个饭、看场电影，通过
简单的方式让对方感受到爱意，
就是人们常说的“生活需要仪式
感”。

夫妻恩爱的背后，得益于优
良家风的传承。李翔的父母结
婚42年来，相濡以沫，特别恩爱，
是周围人眼中的模范夫妻。他
们通过言传身教，让儿子儿媳充
分感受到幸福的婚姻需要用心
经营，需要夫妻间相互信任、理
解、支持和包容，懂得珍惜。

李翔的母亲齐跃群表示，她
的父母也特别恩爱，在父亲中年
偏瘫后，母亲悉心照料了 38年，
无怨无悔。“父母教育我们，要勤
俭持家，要孝顺老人，要夫妻恩
爱，优良家风一代一代传承下
来。”

2020年疫情发生后，一家人
以党员之家家庭会议的形式，一
致决定拿出1万元捐给武汉市慈
善总会和郑州市红十字会，助力
抗疫。多年来，一家人陆续捐款
约 15万元，奉献爱心，还积极参
与助学、助残、敬老等公益慈善
活动，在打造幸福家庭的同时，
让更多人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
美好。③7

8月 3日晚，栾川重渡沟景区星空露营基地内，游客在品美食、赏美景、听音乐。七夕佳节将至，众多游客结伴来到该景区观赏星空
美景，感受大自然的静谧。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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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幸福的李翔一家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