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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夕夕浪浪漫漫，，一一天天准准备备花花半半月月工工资资
家长直呼该给“浪漫消费”降降温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一年一度的“七夕”即将来临，
送花、送巧克力、吃烛光晚餐等各
种庆祝活动纷至沓来。记者走访了
商河县的各大商场、珠宝店等，发
现“七夕浪漫”带来了一个消费高
潮。年轻人对于一年一度的“中国
情人节”不惜下血本，有人甚至拿
出半个月工资狂欢。看着一波高过
一波的消费高潮，家长直呼“高消
费的七夕该降降温了”。

商家给七夕造足了势

男士感叹“选礼物难”

18日上午，记者在商中路上看
到，不少商家已经开始提前进入

“七夕模式”。贴满爱心的装饰，“以
爱为名”的主题宣传，还有压轴出
场的“七夕打折促销”，给即将来临
的“七夕”造足了势。除了商场的促
销，在各大超市，一些巧克力、红酒
等也加入了促销的行列，精美的包
装和创意的设计让不少市民感叹

“这是要过节了啊”。市民王先生
说：“这么大张旗鼓宣传，想要不知
道过节都难。”

在商中路上一家珠宝店内，商

家早在上周就打出了“七夕八折”
的优惠。店员张女士介绍，早在上
周末就有市民陆续前来选购，交易
数量是往常的3倍。张女士说：“近
几年来七夕氛围越来越好，看目前
的情况，今年销售应该不错。”

王先生早在一周以前就开始
给女朋友准备礼物，谈恋爱3年，年
年送礼物，“今年到底该送什么”成
了困扰王先生一周的难题。王先生

无奈地说：“花和巧克力是必备，前
年送的衣服，去年送的手链，今年
暂时还没有想到送什么好，我周围
的同事也在困惑到底该送啥。不
过，最终大家也不外乎衣服、包、首
饰之类的。”

一天花掉半个月工资

鲜花摊一天挣三四百

在浪漫气氛和极具诱惑力的
促销手段中，不少年轻人会在七夕

“狂欢”一天。今年刚刚毕业的刘先
生早就策划好了和女朋友的情人
节计划。据他描述，礼物早已选好，
鲜花也已订好，晚上和女朋友一起
吃饭看电影。

刘先生对于一天的行程比较
满意，他说：“今年没有赶到周末过
节，不然我俩就出去玩一天了。以
后有了孩子估计就没心思这样过
情人节了，还是趁现在好好玩玩，
不过这一天的花费也不少。”

他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买
礼物500元，鲜花至少100元，再加
上吃饭看电影的钱，少说也得300
元，这样一算下来，900元没了。刘
先生刚刚毕业，月工资不到2000
元，他感慨道“半个月工资没了”。
据他说，周围男性朋友的七夕消费
大约都在500元以上。

与刘先生高消费不同的是，
张先生和他的女朋友瞅准了七
夕的商机，她俩早已经预订好了
鲜花，准备在车站、中润时代广
场、人民公园附近摆摊卖花。据
张先生介绍，去年他们两人一天
挣了三四百。张先生说：“我觉得
我们这样过节也挺好，也挺充

实，去年我特意给我女朋友留了
一朵花，她感动得不行。”

七夕不只是“情人节”

父母向高消费开炮

年轻人选择在“七夕”狂欢，
这让不少父母难以接受，不少父
母认为“高消费下让节日变质”。
市民李先生说：“每年过节，我女
儿都会收到鲜花，拿回家一放，
没几天就蔫了，钱都浪费了，年
年过节，年年浪费。”

李先生说：“现在的七夕已
经变味了”。在传统文化中，“七
夕”不只是“情人节”，还是“乞巧
节”、“女儿节”，除了牛郎织女约
会外，还有女子“乞求智慧”的含
义。李先生说：“单纯宣传情人
节，忽略其他含义，这样和外国
情人节有什么不一样，已经失去
了原来的意义。”记者在商家宣
传中，发现很少有宣传元素中涉
及“乞巧节”等元素。

市民张女士说：“如果单纯
买点小礼物庆祝一下也无可厚
非，但是若这样大肆庆祝，我觉
得有点过了，孩子们该冷静一下
了。”

伏天结束了，出去玩玩吧！
气温逐渐下降，周末或有阵雨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尚建

设） 最近几天，商河的气
温开始逐渐下降，让不少市
民直呼“夏天终于快熬过去
了。”据了解，持续40天的

“加长版”三伏天就要结束
了。未来几天的气温总体不
会太高，天天35℃高温的日
子就要和大家再见了。

商河县气象局的工作
人员解释道，根据以往的经
验，8月下旬后，出现极端高
温天气的几率较小，天气逐

渐转凉。随着气温的下降，
外出旅游又迎来了“热潮”。
最近几天，朋友圈晒出旅游
照的人数明显增多。市民王
女士说：“这几天天气凉快
了，孩子也还在假期中，我
们一家三口就决定出去玩
玩了。”

记 者 在 旅 行 社 了 解
到，现在报名旅游的人数
是前几天的3倍，其中省外
旅游占到 6 0%左右。导游
杨女士说：“现在外出的，5
天以上行程的较多，受南

方降水的影响，去内蒙古、
兰州等地的人数增多，估
计这股热潮得持续到20日
前后。”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状
况如下：

20日多云转晴，南风2
～3级，最低气温19℃左右，
最高气温31℃左右。

21～22日晴转多云，南
风2～3级，气温略有升高。

23日多云间阴，局部地
区有雷雨或阵雨，东到东北
风3级，气温下降。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满倩） 8月初以来，一辆辆崭
新的出租车驶向商河的大街小巷。不少
市民直呼“这新出租车挺漂亮。”记者在
商河县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截至今年7

月底，商河县2009年投入使用的70辆出
租车达到6年核定经营期限，须终止运
营进行更新。商河县交通运输局积极实
施出租车换代升级计划，重新购置70辆
出租车，为市民提供全新出行服务。

新购置车型全部为环保车型，配备
有人体工程力学高包裹性座椅、EBD+
ABS+BAS防抱死和电子制动力分配系
统，不仅经济环保，而且在舒适性、安全
性等方面有较大提升。

70辆新出租车

驶进商河城

不少商店里的七夕氛围浓厚。

本报8月19日讯（见习记者 马芳
通讯员 李鹏） 为加快贫困村脱贫

致富，发展村集体经济，沙河乡创新扶
贫开发模式，着力由“输血式”扶贫向

“造血式”扶贫转变，持续加大产业扶
持，强化扶贫基础，扶贫开发工作成效
显著，村发展后劲不断提升。

据了解，该乡充分借助市派“第一
书记”挂职的有利时机，认真做好扶贫
工作。同时，科学规划经济片区，着力推
进乡政府驻地、大沙河沿岸、现代牧业、
燕家、棘城等五个片区建设，发挥辐射
带动作用，促进全乡经济转型升级、农
民增收致富。

此外，沙河乡还创新合作模式，流
转整合村内土地，积极发动各村村委
会、致富带头人、村民合资入股兴办村
级企业，解决村民就业，带动村级经济
发展。

沙河乡创新扶贫

“输血”变“造血”

李桂芬梨

快要采摘了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刘
慧 通讯员 齐志广） 商河县
殷巷镇李桂芬村的梨树每棵都
有上百年的树龄，非常稀有，而
李桂芬梨也素来以多汁脆爽，食
后不留渣等特点深受市民的喜
爱，吸引了很多来自不同城市的
朋友前来采摘。目前，李桂芬梨
的长势已基本成形，但甜度还不
够，需要再等一周的时间方可进
行采摘。

据殷巷镇的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李桂芬村将不再举办大规
模的采摘节，市民可以自己驱车
或者一群人搭伙前往李桂芬梨
园进行采摘，采摘园内的梨市民
可以随意食用，食用后再进行购
买，价格在2元/斤左右。李桂芬
梨一般不进行集市零售，光靠采
摘节就能销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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