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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单身成年人数量超过2亿
“我排了挺久的队才给你买到的，没事你可以和它
聊聊天，排解一下寂寞，特别有意思……”日前，31 岁的
刘女士过生日时收到了闺蜜送的智能音箱。听着闺蜜
对这款智能音箱对话功能的介绍，刘女士一边觉得有
趣，一边觉得扎心。
民政部发布的《2018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中国有超过 2 亿单身成年人，其中有超过 7700 万独居
成年人。围绕这一庞大消费群体，市场上衍生出能对话
的智能家电、迷你 KTV、单人小火锅、小户型公寓……为
一个人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方兴未艾。
而在各路商家跃跃欲试，
想要在新蓝海中大展作为的同
时，
这场有关个性化的商业狂欢也难掩其背后的社会隐忧。

10岁男童吃蘑菇中毒致肝衰竭

母亲割肝救子

“一个人
一个人”
”的消费
过去，餐厅吃饭、影院看片、KTV 唱歌等都是“一群人
的狂欢”，而现在，一个人做这些事已经不再奇怪。一人
食餐厅、胶囊酒店、一人旅行等吃住行方面的“孤独经济”
成为一种新时尚。
长春市的自由职业者祝小姐近来迷上了一个人旅
行，开心或不开心皆说走就走。
“闺蜜们都在上班，很难凑
到一起，兴致勃勃定下的出行计划很容易就会夭折。”祝
小姐告诉记者，现在网络订票、订酒店、约车都很方便，一
个人到处走走也很有意思，手机轻松查攻略，累了就在酒
店休息，行程都是自己说了算，孤独却自在。
窝在沙发看付费视频，一日三餐全靠外卖，闲来玩两
局“吃鸡”，直播平台打赏网红……和很多独居宅男一样，
今年已 33 岁的黄先生，上个周末又过得很“丧”。黄先生
已多年未找女朋友，但他反而觉得更自由，且没有经济压
力。目前，他的想法仍是
“不想攒钱，
及时行乐”
。
外表酷似电话亭，里面两个高脚凳，一个触摸点歌
屏。近年来，这种最多容纳两个人唱歌的迷你 KTV 风靡
起来。在各大商场或影院中，不乏单身年轻人在迷你
KTV 里独自狂欢，排解寂寞。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7 年
中国迷你 KTV 市场规模增至 35.2 亿元，其中单身人群占
比高达 35.6%。
呷哺呷哺开发一人小火锅、微型自主健身舱可微信
预约单次付费、迷你家电线上线下热销、各种形式的陪
伴 App 大量出现、倡导小而美的单身公寓如雨后春笋，
还有商家专门将产品减量做成小包装，号称给单身人士
使用……如今，种种针对“孤独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不断
蔓延至生活和娱乐的各个方面，这些以前看来有些另类、
略带悲情色彩的消费行为，正变得理所当然并自在起来。

一场潜力巨大的商业狂欢
有机构调查数据显示，孤独人群中 57.69%的人表示
会为排解孤独产生消费，不会因排解孤独而消费的仅占
15.68%。
阿里巴巴发布的《中国空巢青年图鉴》显示，孤独人
群多分布于高薪职业，这些人不仅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
而且消费观念也更为开放、消费行为更加果决。
“过去买个大件、
出国旅游都要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
离婚之后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
前不久，
独居的王女士看
到邻居换窗，
一冲动就重新装修了自家的房子。看着崭新
漂亮的
“新居”
，
她深觉1个月的忙碌和花掉的钱都很值得。
数以亿计的“有钱有闲”单身人士带来了巨大的市场
需求。一项社交媒体对上万名职场人进行的“孤独感”调
查显示，75%的孤独者每月至少会花 1000 元来排解孤独。
在消费市场中，
“孤独经济”
的火爆也得到了不少数据的
支撑。2017年，
美团外卖服务了1.3亿单身人群；
2018年，
我国
游戏总用户规模达到了6.26亿，
而多项研究调查显示，
游戏是
排解孤独的重要方式，
在
“孤独消费”
中游戏开销占一半；
2019
年，
单身人士选择在
“七夕”
出门旅游同比增长48%……
有专家表示，孤独人口的消费具有私人化、便捷化、
高端化、悦己化和心理慰藉化五大特征。未来随着可支
配收入的提高，单身人群的“孤独消费”将从“基本生活必
需品”向
“满足内心渴望的商品”进一步升级。

因孤独而消费，
因孤独而消费
，不是真正的快乐
“孤独经济”的兴起与盛行，给市场提供了新的商机，
也让社会对独身人群、独身现象有了新的认识。
“人类有群居性和社会性特点，
离开这两种特点，
可能
会出现一些生理和心理上的问题。”吉林省儒学研究会副
会长于天罡说，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
“孤独经济”
客
观存在，
值得关注，
也应该提供有效供给，
但不应炒作。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社会学领域的专家认为，过度
推崇
“孤独经济”可能会对青少年产生误导。
实际上，
“孤独经济”
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经济现象。随着
离婚率上升和结婚率下降，
年轻群体漂泊城市以及工作生活
节奏不断加快，
拓展、
维系人际关系的时间、
精力成本越来越
高，
越来越多的人被迫让
“孤独”
成为常态，
其中一些人转而
通过多样化的消费排解孤独感，
“孤独消费”
便应运而生。
根据调研数据，目前，单身成年人中未婚人数达 1.4
亿，但 92%的人并非真正享受单身状态。
对此，
有专家提出，
“孤独经济”
不是发现孤独、
任其孤
独乃至迎合孤独，而是针对孤独人群的需求，通过提供商
品和服务，
有效排解其孤独感。真正的
“孤独经济”
应该是
促进一个人越来越健康，
生活越来越丰富。 据《工人日报》

生态中国·塞上江南沙水依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
地绿、水美的美丽新宁夏。昔日的漫漫黄
的黄河楼（2018年6月26日无人机拍摄）。
沙变成如今的绿树成荫、沙水相依，宁夏
宁夏位于中国西北部，既有江南水乡
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沙漠化逆转的省区。
的秀丽，又有北国风光的雄浑，被誉为“塞
“天下黄河富宁夏”。在黄河水滋养
上江南”。作为西北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下，贺兰山下风沙肆虐的荒滩变成了欣欣
障，它承担着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
向荣的绿洲。一批批西海固移民走出大
的重要使命。
山，奔向小康。
“ 高原绿岛”六盘山从苍凉
宁夏被沙漠三面环绕，面临着严峻的
走向美丽，
从贫困走向富裕。
土地沙化和荒漠化问题。新中国成立 70
9 月 10 日至 12 日，北京世园会举行
年来，宁夏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和沙化、 “宁夏日”活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荒漠化、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快建设天蓝、 客。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今年中秋月系年中“最小满月”
新华社天津 9 月 10 日电（记者周
润健）一年中秋至，又见圆月时。今年
的 中 秋 月 依 然 是“ 十 五 的 月 亮 十 六
圆”。天文专家介绍，受月球与地球之
间的距离影响，14 日的最圆月（也称
“满月”
）是今年内的“最小满月”，娇小
玲珑惹人爱。
月球在椭圆轨道上绕地球转动，
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恒定。据计算，
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约 38.4 万
公里，最近约 35.6 万公里，最远约 40.6
万公里。由于月地距离不一样，地球
上人们眼中的月亮也就有了大小之
分，
“ 大月亮”和“小月亮”两者视直径
相差八分之一。

这两天，
河南原阳一马戏团演出时老
虎逃跑事件引发网友关注，
动物表演再度
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为此，
记者联系到
拯救表演动物项目负责人胡春梅。针对
此次老虎出逃后死亡事件，
胡春梅分析认
为，
一些马戏团在饲养动物的条件上有欠
缺，
导致老虎不断处于应激状态，
这才出
逃进而发生意外致死。胡春梅建议相关
部门应该严格立法，
对动物表演尤其是流
动性的马戏团进行行为规范。
演出中老虎跳笼逃跑
9 月 6 日晚上，在河南省新乡市原阳
县太平镇进行的一场马戏团演出中，一
只老虎跳出铁笼逃跑。原阳县委宣传部
的通报中称，9 月 6 日晚 9 时许，
原阳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
到报警称，原阳县太平镇一马
戏驯养团幼虎从笼中逃脱，跑
进附近玉米地。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接警
后迅速调派警力到场处置，
使用无人机、
热成像等技术设备进行搜索，开展搜寻
工作。9 月 7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警方通过
麻醉手段将脱逃的老虎擒获。但不幸的
是，
这只脱逃的老虎由于遭到车辆撞击，
可能造成了内伤，加之捕获时麻醉等原
因，
送到动物园时已经死亡。
9 月 7 日下午，原阳县委县政府召开
会议，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对马戏团
工商营业执照是否合规、演出是否备案
等问题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显示，让
“演出”老虎逃跑的涉事马戏团为安徽
一马戏团，9 月 1 日刚刚取得原阳县文广
部门颁发的准许演出手续，有效期两
年。9 月 6 日的演出是其取得手续后的
首次演出，未备案。目前，涉事马戏团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史志成介绍，根据天文精确测
算，今年的中秋月最圆时刻出现在 14
日 12 时 33 分。由于月亮绕地球的轨道
是椭圆的，
因此每绕一周都各有一次远
地点和近地点。本月月亮过远地点的
时间为 13 日 21 时 32 分，此时月地之间
的距离约 40.6 万公里，
是全年当中月球
距离地球最远的一刻，
此时月亮的视直
径最小。因此，
今年的中秋月比其他年
份的中秋月看上去明显
“瘦身”
一些。
史志成表示，虽然今年的中秋月
偏“小”一些，但不会影响到人们的赏
月之情，相反由于娇小玲珑，看上去反
而更加迷人，
惹人怜爱。

新华社长春 9 月 10 日电（记者赵
丹丹）10 日上午，在吉林大学白求恩
第一医院小儿 ICU 科病床上，刚刚从
死亡边缘被救回的年仅 10 岁的小军
（化名）正在休息。家住吉林省辽源
市东辽县的他，几天前吃了从山里采
回的蘑菇，没想到中了毒，引发急性
肝衰竭，
生命垂危。
据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副院长吕国悦介绍，孩子入院后出
现急性肝衰竭引起的肝昏迷，活体
肝移植是唯一能挽救其生命的办
法。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实施手
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与吉林省卫
健委为小军开通了“活体肝移植伦
理 审 批 绿 色 通 道 ”。 同 时 ，医 院 紧
急联合多部门进行术前评估。虽
然小军的母亲姜桂芬也食用了蘑
菇 ，但 是 毒 性 未 伤 及 肝 脏 。 最 终 ，
姜桂芬作为肝移植的供体，为儿子
活体捐肝。
7 日晚 8 时，母子俩同时被推进
手术室。经过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0
余个科室 70 多名医护人员 10 多个小
时的连续奋战，姜桂芬体内右侧半个
肝脏成功移植到小军体内。
吕国悦介绍，在手术中，团队克
服了术中低血压、胆管变异等困难，
成功完成右半肝不带肝中静脉儿童
活体肝移植手术，这是吉林省首例毒
蕈中毒急性肝衰竭肝移植手术。
目前，姜桂芬状态平稳，正在监
护病房休养。小军恢复良好，肝功逐
渐好转，凝血功能基本正常，移植肝
超声血流良好。母亲的肝脏已经在
儿子体内发挥作用。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 ICU 科
主任李玉梅提醒，食用有毒蘑菇会对
人体脏器造成巨大伤害，食用前一定
要加以甄别。
“最好到正规商店、超市
购买常见的蘑菇加工食用。如食用
蘑菇后发现身体不适，应尽快就医。”
李玉梅说。

的两名负责人已被刑拘。
意义，起的都是负面作用。”胡春梅告诉
为了
“娱乐”
还是
“赚钱”
？
记者，住建部下的动物园协会发布的
对于动物表演，毕业于中国农业大 《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中，曾两次提到
学动物医学专业的胡春梅一直是持反
要禁止动物表演，后来各地动物园都相
对态度的。
“ 我们一直在做呼吁禁止动
继取消马戏表演。但动物园之外，内部
物表演的工作，但目前国家没有立法。” 行业是没有规范的。尽管有政策规定，
让胡春梅和同事们感到欣慰的是，目前
马戏表演需要经过审批，项目需要备
已有一些相应的政策，譬如饲养、运输
案，饲养动物必须具备人工繁育许可
等环节，
会对动物表演进行规范。
证。但是在现实中，很多规定没有落
胡春梅说，在马戏团表演的很多动
实，这才会有原阳马戏团老虎逃跑事
物，包括狮子、熊、猕猴等二级保护动
件。
物，大部分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表
对于动物表演本身而言，大部分动
演时往往需要由省级单位进行审批。 物所处的环境十分糟糕，传统训练的折
但老虎则是由国家林草局（国家林业和
磨，对动物而言，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
都会造成伤害，完全背离了保
护动物的意义，只是满足了一
部分游客猎奇的心理。胡春梅
说，要做的就是倡导不要在动
草原局）进行审批的。
“原先老虎的审批
物园里做动物表演，动物园应该是动物
是被禁止的，后来又放开了，但相关审
科普和异地保护的场所。
批手续还是很严格的。比如在一些体
此外，很多马戏团的动物存在来回
育馆等大型的演艺场地，老虎表演还能
租借的问题。
“ 有的马戏团没有饲养老
获 批 ，但 是 一 般 小 型 商 演 ，是 不 会 批
虎的资质，但他们会从有资质的马戏团
的。”
里租借老虎，将它们作为商品来利用。”
针对此次事件，胡春梅说，规模小
胡春梅说，很多执法检查对此都不太重
的马戏团，专业技术人员少，完全靠经
视。之所以强调动物租借问题要严格，
验，通常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驯兽， 是因为一些不具备饲养老虎资质的马
缺乏专业知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马
戏团，饲养方式就是把老虎关在一个笼
戏团才开始大量养老虎来做表演。不
子里，在运输中还会多次换人，在不断
少农民在农闲的时候，利用动物表演来
变化的环境中，老虎始终处于应激状
赚钱。在胡春梅看来，流动马戏团所做
态，
所以才会发生逃跑事件。
的这些并不是在保护老虎，而是在利用
胡春梅希望，以后要一步步推进饲
老虎赚钱。
养标准以及人员方面的规范，逐步来提
马戏表演不应背离动物保护宗旨
高动物表演的标准。
“可以说，这些表演没有任何正面
据《北京晚报》

马戏团老虎逃跑后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