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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沈阳

沈阳今日空气质量预报
空气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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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数据来源：
中国天气网

全省14城市今明两天天气

国风之光,燃动善举。11月30日，中国体育
彩票“国风”主题快闪店在沈阳嘉里城闪亮登
场，为冬日的沈城点燃公益光芒。

从新乐文化的创造之初，历经数千年风雨
的沈阳氤氲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今借助体彩
顶呱刮这一载体，中国体育彩票与沈城市民相
约一场文化之旅，将“国风之光”与新时代公益
亲密融合，为历史传承注入活力，为爱心善举加
油打气。

当天，洋溢着新科技、新时尚的体彩“国风”店
与高端时尚的嘉里城相映成趣，从清晨就开始飘
扬的雪花也没有阻止人们支持公益的脚步。体彩
25周年大事记展示墙无时不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醒目的“我们在乎”主题墙，用充满温情而又有力
量的话语，彰显出体彩公益金对于民生、对于大
众、对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支持与关爱。

收集碎片、拼齐国风款顶呱刮“遇见敦煌”

的AR互动环节，尤其受到参与者特别是年轻人
的喜爱。“遇见敦煌”即开票是体彩顶呱刮首款
三联张套票，该款套票以敦煌飞天为主形象，融
入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等景点元素和张骞等
人物形象，精心手绘而成，极具古风韵味。而这
次与新科技相结合的互动体验，成为古风古韵

的一次完美“跨界”。看着一张张精美的票面在
自己的手下呈现，还能够获得抽奖的机会，真是
让所有人都玩得不亦乐乎。

另一个环节的街舞比赛，则将时尚与活力尽
情挥洒。在劲爆的乐曲中，小至七八岁的儿童，大
到20岁左右的青年，都在用舞姿描画出人生中闪
亮的篇章。年轻就是这个时段的主打，激情就是
此时此刻的代言。就如同“90后”25岁的中国体育
彩票一样，“我们”正青春，“我们”好年华，“我们”用
心中的爱在这里、在沈阳向祖国告白。

辽宁体彩中心为让这次的主题活动更好地
进行，特别推出“奖上奖”活动。只要当场购买
任何玩法的体育彩票满 15元，就可以参与转盘
抽奖活动。参与活动的李姐笑得合不拢嘴，她
一只手拿的是通过AR体验获得的奖品，另一只
手拿的是“转”出来的高级毛巾。她高兴地说，
希望体彩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让更

多的老百姓了解中国体育彩票的公益性，也是
对她们这些常年支持体彩的购彩者们一个暖心
的回报。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 25年来，已累
计筹集公益金超过 5000亿元，这其中汇聚了千
千万万购彩者的爱心奉献。在体验一次次紧张
有趣的体彩玩法的同时，也成为无数人随手公
益的方式。每一条位于社区、乡村、城市的健身
路径、健身步道，都来自于一张张小小的体育彩
票所汇聚的点滴之爱；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社
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助学、扶贫攻坚、抗震救
灾、法律援助等社会公益事业，都有体彩公益金
在后面鼎力相助。

穿越千年，与公益同行。在这个冬日，中国
体育彩票以“国风之光”践行公益新“丝”路，相
邀每一位热衷公益的朋友共同为这场跨越千年
的善举燃动辉煌！

穿越千年的“爱”体彩“国风之光”燃动沈阳

11 月 28 日，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主办，康
师傅饮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9“安
心每一瓶”水教育公益活动沈阳站活动在皇姑
区珠江街第五小学启动。孩子们在一系列寓教
于乐的互动游戏环节中，学会了如何“知水，爱
水，节水”。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程毅秘书长介
绍，“水教育”项目是长期推广的一项公益活
动。活动旨在从小培养学生科学用水认知，将

“知水、爱水、节水”种子根植在青少年行为习惯
当中。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徐月姣

水教育活动走进沈阳

最近，第六季奇葩说开播，其中一个辩题
“年轻人到底应不应该精致穷”引起热议。精致
穷，形容一种普遍发生在年轻人群体中的生活
方式：虽然赚的不多，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追求
精致，为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和喜欢的东西变
穷。可事实上，不少年轻人在“精致穷”的路上
越走越远，他们奉行及时行乐，奉行超前消费，
而带来的后果，与最初只是想让生活变好的期
待也发生了本末倒置的效果。

《人民日报》曾对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做出总
结——能买吸尘器就不用扫帚、吃完牛油果又
要吃藜麦；100 块钱一张的面膜用起来也不心
疼、口红两三只不够，要集齐全套；租房得独立
厨卫，还要带落地窗；能用贵的就不用次的，能
用自动化就不用手动。相关银行调查显示，90
后的负债额是月收入的 18.5 倍，人均负债 12
万。可见穷，并不阻碍人们大手大脚地花钱，底
气就源于这个时代—钱来得太容易了，任何人
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各种第三方金融平台，只要

你注册账号填好信息，钱分分钟到账。
辽沈晚报财管家理财俱乐部的理财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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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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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穷”不可持续
利用增值收入寻精致才持久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董丽娜
报道 今年前 10 个月，沈阳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1210.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6%，其中住宅销售
面积1137.5万平方米，增长11.7%。

来自沈阳市统计信息网的数据显示，1-10
月份，浑南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329.2 万平方米，

增长 8.9%，占沈阳市的 27.2%，销量沈阳市第
一；于洪区销售 154.5 万平方米，下降 13.4%，占
沈阳市的 12.8%，销量为沈阳市第二；沈北新区
销售 152.2 万平方米，增长 58.3%，占沈阳市的
12.6%，销量为沈阳市第三。皇姑区、铁西新
区、苏家屯区等 3 个地区销量超过 80 万平方

米。
数据显示，1-10月，沈阳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完成 1110.3 亿元，同比增长 20.2%。其中，住宅
投资899.8亿元，增长24.6%；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106.4 亿元，增长 17.5%；办公楼投资 11.4 亿元，
增长57.1%。

1-10 月，沈阳市房地产开发企业施工面
积 6562.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2%，其中住
宅施工面积 4700.7 万平方米，增长 1.5%；商
业营业用房施工面积 902.7 万平方米，下降
9.6%；办公楼施工面积 248.6 万平方米，增长
26.7%。

前10个月沈阳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1.7%

浑南销量沈阳第一 沈北增58.3%

辽沈晚报第 11 届年历宝宝大赛自启动以
来得到众多家长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应广
大家长的要求，本周年历宝宝大赛仍将继续接
受报名，下周一正式截止。

上周末，年历宝宝大赛报名热度不减，辽沈
晚报官方微信又收到一大批报名信息。上周六
上午 9 点 30 分，众多家长同直播记者一起“探
班”辽沈晚报年历宝宝拍摄现场，通过直播观看
了报名的宝贝们是如何在专业摄影棚里成为小
明星的。一位家长留言：“这个活动真是太好
了，等孩子将来长大了，我要让他看看这些珍贵
的视频资料，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目前大赛报名统计与参赛照的拍摄工作仍
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尚未报名的家长一定要
抓住最后一周的时间尽快报名。下周一，年历
宝宝大赛报名将正式截止，随后将进入大赛的
下一个环节。

大赛重要提示
招集对象：0-6岁学龄前儿童

报名方式：编辑“年历宝宝”+孩子姓名+手
机号码到辽沈晚报官方微信（lswbwx）后台

报名费用：免费
提示：已经报名成功的家长请留意电话通

知，并按预约的时间准时到时尚经典集团青禾
纪时尚摄影，由专业“星探”摄影师拍照，并随后
在ZAKER沈阳APP上进行展示。

苏女士：愿你历遍世间美好，不改爱与初心
宝宝：申濡宁 3岁
永远忘不了 2016 年 6 月的一天，我的小王

子降临。当医生说“4660千克，看一下哈，男孩”
的一刻，我留下了眼泪，感谢宝贝的到来，让我
们成为了圆满的三口之家。

我的宝贝帅帅是个爱笑、爱探索、爱唱歌、爱
玩车的小伙子，无论在怎样的场合都会奉上最暖
心最可爱的笑容。帅帅喜欢唱歌，2岁的时候就
会唱10余首歌曲，不过歌曲跨度比较大，从胎教
的 abc英文歌，到爷爷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都能哼唱一二，时常把家人逗的前仰后合。现

在，宝贝已经会唱中文、英文、粤语、德语等几类
歌曲，虽不明其意，但有模有样。

帅帅最喜欢玩赛车。赛车时，他能够根据赛
道调整速度，尽最大可能保证不翻车，这让我看
到了他的坚定和专注。我也希望他在玩耍和探
索的过程中，从更多方面感受生活，感受我们生
活的世界。

随着帅帅一天天长大，他也有很多自己的小

脾气。小时候他爱扔东西，有人说这是宝贝在探
索世界，所以我们很少约束他，导致他现酷爱和
爸爸踢袜子，面对满屋的袜子，我哭笑不得。

我知道，帅帅以后会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经历
这个世界的酸甜苦辣，面对自己的成就和困难，但
我希望宝贝能经历更加丰富的生活，看到这个世
界更多的美好。在妈妈爸爸心里，你永远都是最
棒的宝贝，愿你历遍生活，仍怀有爱与美好。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文慧

最后一周 年历宝宝大赛报名倒计时

宝贝申濡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