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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新人特意选择在
七夕登记领证。昨日上
午，记者赶到崂山区婚姻
登记处时，已有多对新人
排队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来自崂山区的王先生告诉

记者，他和女友是在中国石
油大学读研究生时相识的，两
人在一起已经 3 年了，因为七

夕蕴含着“甜蜜美好”的寓意，他
们特意选择在七夕登记结婚。

崂山区民政局联合崂山区链科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的“爱在七
夕，浪漫不渝”主题活动也吸引了不
少新人驻足参与。活动在帮助新人
们留下美好回忆的同时，也为新人们
增添了仪式感和幸福感。其中，最让
新人们感兴趣的环节就是“时光慢
递”。新人们在卡片上写下对彼此的
心里话，一年后这些信将由工作人员
寄出，新人们将会在他们结婚一周年

纪念日收到这封来信。“就在刚刚拿
起笔时，我不仅感受到婚姻的甜蜜，也
体会到了婚姻的责任及意义，担负起
为人夫的责任，认真对待婚姻、尊重婚
姻，用心感受婚姻带来的一切美好。”
一位新人告诉记者。

“为了应对七夕可能出现的结婚
登记高峰，所有工作人员今天提前到
岗，开展业务培训，检测仪器设备，做
好场所消毒工作。截至上午10点，已
经完成了两遍场所的消毒工作。”崂山
区婚姻登记处沈主任介绍，在办理登
记业务时增设窗口，实现即办即走，减
少停留，为新人领证保驾护航。同时，
工作人员在现场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工
作，倡导新人婚事简办、婚事新办、婚
事廉办的良好社会风尚。

据市民政局提供相关数据显示，
今年七夕当日青岛全市登记结婚人数
为749对。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隆维峰

昨日是农历七夕节，被视为“中国情
人节”。昨天，记者走访岛城多处花卉市
场、鲜花门店发现，在玫瑰花依然叫座的
情况下，绿植盆栽带着一股小清新的力
量在“浪漫经济”里逆袭。

浪漫里有烟火气

昨天，记者在团岛市场一个花卉店
中看到，不大的店面里没有红艳的玫瑰，
也没有包装精美的花束，小店周围摆满
了一排排绿植盆栽，却吸引了许多市民
驻足。许多市民一手拎菜一手抱花的场
景给节日的浪漫添加了烟火气。

记者询问花店老板得知，店里的大
部分盆栽卖20元左右，有绣球、雏菊、凤
尾花、茉莉等鲜花盆栽，也有云松、龟背、
孔雀罗等绿植盆栽。一对在店里挑选盆
栽的情侣表示：“有花有绿叶，实惠又有
新意。到花店买一束玫瑰花要二三百
元，这些盆栽的价格只要1/10。”

今年还有不少市民选择在社区电商
平台下单团购盆栽类鲜花。一位鲜花电
商负责人介绍，距离七夕还有3天时，鲜
花盆栽的销量已明显上升。8月1日，鲜
花销量比前一日上升了近80%。接到的
订单中，七成选购的都是利用率更高、搬
运更灵活的盆栽花，如盆栽玫瑰、茉莉
花、栀子花，还有一些水果花，如柠檬树、
金桔盆栽、凤梨盆栽等。

鲜花盆栽受青睐

昨天上午10点，崂山枯桃花卉市场
摊主崔姐正忙着给店里的盆栽花喷水，让
它们看上去更加水灵，她告诉记者，“七夕
前后盆栽花热销，一天能卖二三十盆。”记
者看到，蓝绣球、蝴蝶兰、野玫瑰、太阳花
……一盆盆清新雅致的鲜花盆栽整齐地
摆在货架上。“过节送花是为了表达心意，
不图奢侈。”前来买花的消费者林先生告
诉记者，他本想在七夕节当天订一束花送
给女朋友，但总觉得少了些仪式感。考虑
到两人刚刚买了新房，准备订婚，林先生
觉得鲜花盆栽是个很好的选择，送给女朋
友后，两人可以一起培育，“包装花束放不
了几天就扔掉了，这种鲜花盆栽可以用心
养着，看它一天天长大。”

七夕并非年轻人的专属节日，崔姐
店里买鲜花盆栽的除了年轻人，也有不
少中老年人。“盆栽新鲜，长势不错，虽然
用的是简易盆，但价格很实在，一般在
20 块钱左右，就算大盆的茉莉花，最贵
也就是三四十元。”前来购买鲜花盆栽的

陈先生表示：“而且我仔细对比过，盆栽并
没有因为七夕节涨价。”

花束虽小情意重

花卉市场里节日气氛浓厚，商圈里的
花店门档更是爱意满满。记者昨日在李村
商圈、香港中路商圈看到，不少花店忙着包
装节日花束。“红色玫瑰花一直卖得不错，
但今年卖得最好的是一些包装小巧的小众
花束，昨天卖了 300 多束。”李村步行街一
家花店的店长介绍，“小包装的花束拿在手
里小巧精致，而且包装不浪费，所以备受年
轻人喜欢。”据香港中路一家花店老板介
绍，目前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两款彩色玫
瑰，一种叫“卡布奇诺”，金色花瓣最外层染
上了粉红色；另一种叫“碎冰蓝”，白色花瓣
的边缘染上了一抹浅蓝，看着清爽可人。

“这两种玫瑰特色鲜明，放在花束中也很好
搭配。”店长表示，很多年轻人偏爱素色花，
如白色、香槟色、粉色等。

还有不少追求新意的市民会选择寓意
独特的花朵，市民王先生昨天订了一束向
日葵，还有蔷薇花、桔梗、绣球、芍药等花
束，也很受年轻消费群体青睐。

为了买花定闹钟

连日来，在饿了么、美团等平台，花店
的订单量大大增加。“我是今天早上 5：20
准时下的订单，买了一束红玫瑰。”王先生
说，一大早定闹铃起来为女朋友买花，感觉
很浪漫。不少市民为了保证七夕当日鲜花
的品质和配送效率，早早在线上预订了七
夕当日的鲜花配送。

来自“饿了么”的数据显示，今年七夕
前夕，青岛预订鲜花外卖的订单量比去年
同期增长2倍多。据悉，按照昨天早晨5
点 20 分下单购买鲜花的消费者人数排
名，前 5 位的城市分别是广州、杭州、成
都、深圳和上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开始通过外卖平台异地下单，给爱人
送去鲜花表心意。据“饿了么”统
计，七夕期间全国鲜花异地外卖订
单量同比增长超过4倍。从路径来
看，青岛消费者多为烟台、北京和
上海的爱人送花，而岛城收到的
异地外卖鲜花主要来自上海、北
京和潍坊。今年七夕期间，通
过饿了么下单鲜花外卖的青岛
用户中，男性消费者占比接近
七成。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钟尚蕾 摄影报道

在青岛拍摄的电视剧《父母爱情》
红极一时，讲述了一名海军军官与妻
子在平凡烟火中相守相望的爱情故
事。而在城润家颐养社区护理人员眼
中，入住的退役军人乔培章与朱彦慧
夫妇的生活便是现实版的《父母爱
情》。80多岁的夫妻俩 7月 31日刚过
完56周年结婚纪念日，昨日又迎来一
个不一样的七夕节。

在城润家颐养社区，记者见到了
乔培章与朱彦慧夫妇。85 岁的乔培
章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而 83 岁

的朱彦慧则温柔、恬淡。
说起自己的爱情故事，乔培章

的脸上浮现起温馨的神情。他告
诉记者，50 多年前，二十六七
岁的他经同学介绍，对比自己
小两岁的朱彦慧“一见钟情”，

“我就是认准了她，喜欢
得不得了，当时就下定
决心，一定要跟她在一
起。”而朱彦慧却是在经
过一段时间相处后，发

现乔培章非常正直，
又非常细心，于是
慢慢接受了他。如

今的朱彦慧有些
健忘，但回忆起
与乔培章之间的
点点滴滴，她却

记得很清楚。
“ 我 们 的

恋爱其实非常
单调。我是
海军，她是

陆军，所以不能经常见面，也就是周末
有时间在一起。”乔培章告诉记者，“那
时候不知道什么七夕，能在一起逛海
边、轧马路，我就非常满足了。”

1966年，28岁的乔培章与26岁的
朱彦慧正式步入婚姻殿堂，结婚仪式
非常简单，在单位的组织下完成了婚
礼。结婚之后，两人也是聚少离多。

“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只有周末才能见
一次面，就这样过了 10 多年，直到
1977年前后我工作调动，我们才在一
起。”乔培章告诉记者。

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两人有
过争吵，但也逐渐摸索出了相处模
式。“平时是我管得比较多，有什么事
情都听我的，但是他有时候也会有自
己的想法。如果他生气了，我就不说
话。”朱彦慧说。而乔培章对此则莞尔
一笑，“平时她也有耍小性子的时候，
但这是女人的天性，一定得理解。”

乔培章说，年轻时两人聚少离多，
等到真正在一起之后，精力又都放在
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上，所以从没有
很正式地过七夕节。

在与乔培章和朱彦慧沟通时，记
者注意到两人的房间收拾得井井有
条，桌子上摆放着两人亲手做的纸扇、
灯笼等手工艺品，这让他们在养老院
的“家”显得精致而温馨。“一定要热爱
生活，心态好就能过得好。”乔培章告
诉记者。

据了解，在七夕节当天，城润家颐
养社区邀请青岛市老年艺术团，为入
住老人们表演歌舞、走秀、快板等节
目，这让乔培章与朱彦慧感觉非常新
奇，“我们也算正式过一次七夕节了。”

“其实在我们眼中，乔叔叔与朱阿
姨每天都在过七夕。”城润家颐养社区
的护理人员对记者说，在照顾两位老
人的过程中，他们都对两人相濡以沫
的爱情十分艳羡，“两位老人十分热爱
生活，乔叔叔对朱阿姨也非常爱护。
他们的生活就是‘只要爱的人在身边，
每天都是七夕节’的真实写照。”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张孝鹏

七夕，相传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日。昨日的岛城街头有
许多“成双成对”的画面，一对对情侣捧着鲜花、身穿情侣装，一
起拉手徜徉在街头。甜蜜同框是七夕的主题。

“青岛的街道都有浪漫的气息，感觉这个七夕来青岛就对
了。”来自西安的一对情侣说，他俩一起在青岛中山路、天主教堂
等地方逛了一下午，鲜花和音乐，还有美丽风情的“打卡”景观。
很多情侣都拿出手机，拍下他们一起同框的自拍，早报记者也拿
出相机，记录了他们在青岛街头的“甜蜜同框”。

本组摄影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首席记者 孙启孟

甜蜜七夕“栽”进爱里
昨日岛城街头频现“成双成对”画面“浪漫经济”带热鲜花盆栽消费

绿植盆栽比玫瑰还火 749对新人七夕领证

探访现实版的《父母爱情》
一对情侣一对情侣

自拍一起握着自拍一起握着
鲜花的手鲜花的手。。

一对情侣一对情侣
在一颗红心下在一颗红心下
同框留念同框留念。。

一家三口一家三口
甜蜜同框甜蜜同框。。

一对新人一对新人
选择在七夕拍选择在七夕拍
摄婚纱照摄婚纱照。。

来自西安来自西安
的一对情侣在的一对情侣在
青岛街头寻找青岛街头寻找
浪漫浪漫。。

一对情侣依偎一对情侣依偎
在一起自拍在一起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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