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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年轻人选择回家团圆
传统年味冲淡“浪漫经济”

新闻热线：96496邮箱：yzwbxw@sohu.com

今天是西方情人节，昨天，记者
走访餐饮、鲜花市场了解到，由于春
节将至，不少餐厅在明天将开始休
息，针对情人节不少餐厅走实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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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与往年力争大赚一笔相比，有餐 花卖不掉，毕竟春节的年宵花市场更
饮店打折，也有餐厅选择限量供应； 大。”
记者了解到，整个鲜花市场，中老
情人节鲜花市场则被年宵花市场冲
年更偏爱蝴蝶兰、大花惠兰等这样的
淡。
传统年宵花，年轻人则喜欢冬青、满天

【鲜花】
销量只有往年同期一半

与往年情人节满眼玫瑰花相比，
今年蝴蝶兰、大花惠兰、富贵竹、剑
兰、进口满天星、冬青等至少占据了
一半以上的市场，不少鲜花店并不主
推情人节鲜花。
“来订花的主要是老顾客，这时
候买花的年轻人不如长辈多。”城北
烟雨花坊的老板告诉记者，与往年不
同，今年感觉年味冲淡了情人节。
“我们并没有主推情人节主题的
花束，而是以冬青、朱顶红这些喜庆
的花为主。”京华城Rmall花意匠花
艺美学观的小王告诉记者，今年情人
节在除夕前一天，除了被年味冲淡，
大多数送花师傅已经回家休息，没人
喜挂大红灯笼 沈扬生 摄 送货也是个问题，“ 我们也不担心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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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等。不过，有不少花店老板坦言，从
预订量来看，今年情人节鲜花的销售
只有往年同期的一半，不少年轻人在
回家过年和过情人节之间选择了回家
团圆。

人节临近春节，市场需求还不明朗，但是
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做完今天，明天会开
始休假。
以做韩国料理出名的韩国馆则因为
情人节恰逢周三会员日推出了7折活动，
“我们也是做完情人节就休假。”该店负
【餐饮】
责人坦言。
记者了解到，这个情人节可谓是市
出现以往罕见的打折
场反应相对冷清的节日，市民明显更愿
情人节对于扬城餐饮市场来说可 质，我们只做15桌，这个价位在扬州 意忙于准备除夕团圆。
谓旺季，往年排队、套餐、不打折，而今 算高端西餐，但是在北京上海等一线
业内声音
年，家长带孩子聚会、打折等成为商家 城市，同样的东西价格至少要卖到
备战的主要市场，仅有少数店家针对 1288元，相比较之下，价格还是实惠
年味冲淡情人节市场
情人节市场推出了精致套餐活动，并 的。”迷迭香餐厅王先生介绍。
且限量供应。
京华城的西部牛排往年热衷做套
“与情人节相比，当然是春节更加重
玫瑰、牛排、红酒等是人们对于情 餐，今年不但没有套餐，还提前推出了 要。”不少餐饮业内人士表示，“春节的年
人节的主要印象，昨天记者在京华城 前20对情侣免费的活动。店家表示，
“我 味的确冲淡了情人节的气氛和市场。”
迷迭香餐厅看到，该餐厅推出了688 们不做套餐的原因也是因为除夕临近，
“往年情人节都是西餐、日韩泰料理
元两位的情侣套餐，从铃木牧场纯血 这个活动也是给消费者的回馈。”
人气旺，中餐捡漏，今年大家都忙着过
种和牛火腿、意大利帕尔马火腿、米兰 “我们一共有90个餐位，桌子可 年，我们的心态也就平和多了。”不少综
香肠、意大利雪花猪膘等凉菜到红酒 以分开，也可以拼上，这样既可以满足 合体内的中餐厅老板笑着表示，网上热
慢炖牛肉、低温慢煮安格斯牛柳等热 不少带孩子出来过节的家长们的需 传“你熟悉的餐厅都已经歇业回家过年
菜主食一应俱全，并且使用了西餐中 求，也可满足情侣们的用餐需求。”珍 了”，这样的提醒更加让人归心似箭。
比较前卫的烹调方式，“ 为了保证品 园胡椒盐餐厅的王先生介绍，今年情
记者 屠明娟

遇车祸高位截瘫 竟下地行走了
妻子精心料理9个月 终现奇迹

“当灾难来临时不敢看你的脸，原
来的帅小伙哪去了”“你我一门相隔忍
受时间的煎熬，漫长等待只为了那短
短的半小时探视”“ 前面的路不管多
难，我们一起走过”……这满含深情的
文字，收录在一个妻子为丈夫特制的

音乐相册里。里面记录了丈夫从遭遇
车祸，到手术后，被医生“宣判”高位截
瘫，再到奇迹般行走的艰辛历程。情人
节的前两天，妻子徐丽挽着丈夫张彪
的手走出住了9个多月的病房，终于
回到温馨的家。

后，开始坐立；4个月半后，能从床
上起身站立，第一次出病房过七夕
节，7个多月后，能慢慢挪步子，9个
月多后，在妻子的挽扶下，走出病
房。

“感恩的心”相册感人

丈夫遇到车祸高位截瘫
40岁的张彪和39岁的徐丽恩爱
甜蜜，在西湖镇经营一家名为别有川
味的小火锅店。去年5月的一天，张彪
骑电动车外出，一不小心摔倒，脑袋撞
到了旁边的消防栓，昏死过去。
醒来，张彪发现自己脖子以下完
全没有了知觉。“颈椎严重损伤，需要
立刻手术治疗。”当天夜里，徐丽陪护
丈夫，坐救护车赶到上海一家大医院
就治。
手术很顺利，但专家还是不太乐
观，因为张彪颈椎损伤特别严重，是高

位截瘫，很可能永远站不起来。上海大
医院的床位紧张，术后第三天，在徐丽
的陪伴下，张彪就被救护车送回扬州，
住在市友好医院外科病房。
“通过病人术前术后的影像片，我
们发现他的脊髓并没有完全断裂，如
果康复得好，是可能站起来的。”友好
医院外一科副主任医师吕剑说，但这
种可能性的概率相当小，且不谈病人
音乐相册感人
手挽手出院回家过年
康复训练的辛苦，仅漫长的卧床过程
中，出现的并发症就可能危及病人健
“以前好好的时候，老公最不喜欢 滴眼泪。他是独生子，他的父母都老了，
康甚至生命。
别人给他拍照片。他生病后，我反而为 我们还有年幼的孩子，我不能倒下来。”
他拍了许多照片。”徐丽说，“ 他醒着的
术后没多久，张彪就出现了卧床病
时候，或者做康复训练时，我故意笑嘻 人常见的肺部感染。吕剑说：“当时他痰
9个月后行走现奇迹
嘻地拿着手机拍。他还配合我乐呵呵 液咳不出，高烧不退，我们特别担心，多
但吕剑这句“可能”，让徐丽以及 丈夫从经历生死，到重获生命，到讲第 的。”
亏病人母亲和妻子日夜照顾。”
病榻上的张彪重燃希望。徐丽一遍遍 一句话，到吃第一口东西。她对自己
面对丈夫的笑容，徐丽心里也有很
3个月后，经过高压氧、针灸等治
翻看丈夫车祸以后自己所拍的照片， 说，一定要帮助丈夫重新站起来。
多的酸楚。“在他面前从来没有掉过一 疗，张彪的脚趾第一次有了知觉；4个月

丈夫的每一点进步，都被徐丽
拍在手机中。她说：“只有我知道，他
一点一滴的恢复，要承担多少痛苦，
付出多少汗水，甚至泪水。”
那天，主管医生吕剑对他们说，
可以出院回家过年了！病床上张彪
笑得像个孩子，历尽9个多月的磨
难，他可以从医院里走出来，和家人
在一起迎接新年。
270多天陪伴丈夫一路走来所
拍的几百张照片中，徐丽精挑细选
出40多张照片，分别配上文字，再配
上背景音乐《感恩的心》，为丈夫制
作了一部相册。
情人节前夕，她将相册发到朋
友圈中，这些充满温情的文字，连同
丈夫战胜疾病的图片，打动着每一
位熟悉他们的亲友。
通讯员 蒋敏 记者 张庆萍 文/图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 狗年大吉
公
告
各位旅客 ：
春节期间 ，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扬州 、 江都 、 高
邮 、 宝应 、 泰州 、 高港 、 姜堰 、 泰兴等地城市候机楼
正常营业 。3月1日至6月30日 ，旅客前往西安 ，可享
受往返机场大巴免票待遇 （凭有效证件 ）。 咨询热

线 ：0514-86100777。
阳 、重庆等24条 。 国际 （地区 ）航线有 ：中国台北 、曼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目前运营的国内航线有 ： 谷 、普吉 、大阪 、芽庄 、暹粒等6条 。 机场订票热线 ：
北京 、沈阳 、深圳 、西安 、厦门 、三亚 、哈尔滨 、大连 、 0514-86100111，期待您的来电 ！
广州 、长春 、成都 、桂林 、天津 、贵阳 、昆明 、兰州 、福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
州 、 呼和浩特 、 石家庄 、 乌鲁木齐 、 北海 、 郑州 、 洛
2018 年 2 月 12 日

机 场 班 车 时 刻 表

7:00
8:00
9:00
10:20 11:40 13:00 16:00 17:00 18:15
扬州 扬州发车
机场发车 9:30 10:30 11:50 13:50 15:00 17:00 19:40 20:40 22:00
9:00
11:00 18:00
江都 江都发车
机场发车 10:00 15:30 20:00
8:00
9:50
13:00 15:30 18:00
高邮 高邮发车
机场发车 8:00 10:00 12:00 15:30 21:00
宝应发车
6:50
12:20
宝应 机场发车 10:00 15:30 17:30
21:00
7:40
9:30
11:00 13:10 16:30 18:30
姜堰 姜堰发车
机场发车 8:00 10:00 12:00 15:30 19:30 22:00
6:30
8:30
12:10 17:30
泰兴 泰兴发车
机场发车 10:00 15:30 19:30 22:00
注 ：机场发车可能会因航班到港延误适时调整 ，泰州班车时刻请关注泰州汽车客运站 。

候机楼
扬州
江都
高邮
宝应
姜堰
泰兴
仪征
泰州
高港
兴化

各城市候机楼地址、电话

地点
维扬路252号 （边防检查站南侧 ）
长江路205号 （行政服务中心西侧 ）
屏淮路32号 （波司登开元大酒店南侧 ）
白田中路58号 （五洲国际附近 ）
人民中路648号 （黄河大酒店南侧 ）
济川南路17号 （泰兴广电一楼 ）
大庆北路81号 （体育馆附近 ）
泰州市海陵区青年南路2号 （泰州汽车客运南站 ）
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镇336省道 （泰州高港汽车客运站 ）
长安小区9-2号 （国土局斜对面 ）

扫一扫
微信购票

电话

0514-86100900
0514-86238011
0514-84649788
0514-89081919
0523-88270666
0523-87011268
0514-80856611
0523-86883782
0523-86962841
4008605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