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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易遇三年之坎，八成男女追爱耐心值不足半年

520恋爱账单：超七成人月花两千内
随着5月20日的到来，表
白恋爱又在“空巢青年”们的
心里蠢蠢欲动。 表白容易，相
恋难，恋爱不止花金钱，还有
时间和精力成本，那么我们能
够承担多大的恋爱成本呢？近
日， 珍爱网针对1亿会员的线
上抽样调查，抽取6289份有效
样本进行数据分析， 发布了
《520恋爱账单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超七成人恋
爱月花费在2000元以内， 八
成男女追爱耐心值不足半年，
男性“黏人”指数高于女性，恋
爱易遇3年之坎……

超七成人：
恋爱月花两千以内
恋爱的甜蜜时光，各项花
费自是少不了。 调查显示，
72.64%的单身男女认为恋爱
月花费一二千元是合理的，花
费占比工资收入的四分之一。
就消费而言，32.6%的男性认
为逛街购物为恋爱花费中最
大开支，将女性钟爱的“买买
买” 视作钱包的头号大敌，其
次为旅游和娱乐；而女性则认
为旅游为最大开支，其次为逛
街购物和娱乐。
在恋爱花费的买单调 查
中， 有66.8%的男性认为恋爱
花费中男方应该支出绝大部
分，超六成女性则认为男女花
费应该大致平衡或是经济条
件好的一方出绝大部分。
已到谈婚论嫁的人大 多
过了有情饮水饱的年纪，经济
收入也一直备受关注。报告显
示，半数男性认为理想经济状
态是男女收入相当， 36.3%的
男性认为“男士是女士收入的
两倍”；仅15.2%的女性认为理
想经济状态男女收入相当，有
超五成的女性希望男士的收
入是女士的2倍，更有30.3%的
女性希望男士收入是女士收

入的3倍及以上。
在恋爱期间，对于恋人的
借钱请求，近五成的受访男女
表示最多给对方借5000元，也
有25.98%的人表示拒绝借钱
给对方。

八成男女：
追爱耐心值不足半年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也让
现实中的单身男女在感情上
只争朝夕。 报告显示，79%的
男女表示，在追求感情这件事
情上愿意花费的时间最多不
超过6个月， 更有35%的男性
和44.4%的女性不足1个月。仅
有21%的人愿意花半年以上
的时间去追求心仪对象，而且
比较有趣的是， 这群人中“90
后”占比最多。
报告称， 一旦表白被拒，
51.09%的男女会选择直接放
弃，仍有31.86%的人愿意花一
个月的时间争取机会， 仅有
17.05%的人会选择半年以上
用坚持感动对方。
千万别以为对待恋爱，黏
人的总是小鸟依人的女性。报
告显示，男性的“黏人”指数就
高于女性。 有40.8%的男性工
作日期间希望与伴侣每天都
见，但女性显然不愿意将工作
日的休闲时间花在约会上，有
26.78%女性更喜欢“周末约
见”模式。
婚姻有7年之痒， 恋爱则
有3年之坎。调查显示，近六成
的男女认为恋爱3年都不提结
婚就会面临分手危机，超过九
成的男女认为，恋爱一年或者
更短时间即可安排见家长。尽
管如今大龄单身的趋势愈来
愈强，七成单身男女依然认为
26-30岁 的 年 龄 区 间 才 是 最
佳结婚年龄。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李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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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通行
斑马线

5月19日，长沙市芙蓉区韶山路与解放路交会口，志愿者手持“礼让点赞牌”向行人宣传
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通行斑马线。当天，长沙市交警支队联合省关爱妇女儿童志愿者协会、育
华小学等单位，开展“文明斑马线”宣传活动，通过护送行人过马路、交警现场指导等，倡导文
明交通。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肖强 摄影报道

房屋过户要集齐八个老姊妹？
谁为难谁？ 七旬老人状告登记单位
本报5月19日讯 遗产房
屋过户，被告知要求提交继承
公证书或八个兄弟姐妹一同
到堂申请，这让72岁的邹爹爹
手足无措，母亲生前未办理过
继承公证书，兄弟姐妹又凑不
齐。只得与长沙市国土资源局
对簿公堂。今天，长沙市雨花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家人难到齐，房屋过户难
邹爹爹办理遗产过户的
房子位于长沙市雨花区天凯小
区，是一套经济适用房。家有八
个兄弟姐妹。2011年母亲的房
子因拆迁， 在天凯小区有一个
低价购房指标。 众子女一同签
字协商， 由邹爹爹以低价购买
该经适房， 并承担母亲的抚养
义务，待母亲过世后，房子就归
他所有。
2016年5月19日，88岁的
母亲过世，房产证也于之后办
下来。由于母亲生前未办遗产
公证， 邹爹爹先后于今年2月
16日、17日两天来到长沙市国
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申
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结果
却被告知需要八个兄弟姐妹

同来当面申请，或是提交继承
公证书，才能完成登记手续。
“大家都没有住在一起，
真的是凑不齐咧。” 邹爹爹一
脸无奈，他说，据其了解，现在
继承公证书已不是强制性提
交的必备材料，而被告的行为
属于拒绝履行经申请行政机
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性质。所
以，他将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告
上了法庭，望能批准登记。

被告辩称做法依法合规
在庭审中，长沙市国土资
源局的代理律师表示，邹爹爹
提供的八个兄弟姐妹的协议
书并不是遗嘱，而是一份遗赠
协议。行政机关之所以没有办
理登记手续，是因为邹爹爹还
有其他兄弟姐妹，若是其中一
人不服，行政登记机关将面临
相关风险。
该代理律师说，在退回老
人的材料时，就已经书面告知
了解决办法，请其他相关继承
人到登记机关来书面申请。
对于该案的庭审结果，法
院将会择期宣判。
■记者 杨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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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最好生前就做好遗嘱公证
“本案中，若邹某的陈述属实，邹某和他的兄弟姐妹同为第
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其他人已明确放弃了权利，他就可以合法继
承该房产。”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健律师说。
根据有关规定， 房产继承并不是以办理公证为唯一前提。李
健建议行政部门，应当结合当事人当前实际情况和部门规章精神，
给予有效处理。同时，市民对遗产处置要有平和理性的心态，最好
是生前就做好遗嘱公证，这样才能有效避免此类困境的发生。

诊断皮肤病
可“拍图识病”
本报5月19日讯 用手机对准
患病的皮肤拍照， 上传到图像识别
系统后即可给出最有可能所患皮肤
病种的提示， 这一科幻场景已经成
为现实。今天上午，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举行中国首个皮肤病人工智能
辅助诊断系统上线仪式， 通报这项
研究成果取得的重大突破。
随着图像识别、 深度学习等关
键技术的突破， 人工智能在医疗影
像诊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为其
在皮肤病的临床辅助诊断过程中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佐证。 基于此，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联合中国最大的
医生专业社交平台丁香园、人工智能
技术公司大拿科技进行了这一平台
的开发。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平孟
通讯员 尹恒 吴海竞 陈诗文

生死竞速40小时
5月11日20时52分， 益阳安化
119接到报警， 在狭窄的隧道深处，
一辆载有21吨液化天然气的槽罐车
侧翻，滑行20余米，隧道内还有100
余辆汽车滞留被困。
接报后省市县 三 级80余 名消
防官兵、13台消防车第一时间赶赴
现场处置。 参战消防官兵与市县公
安、安监、住建、交通等部门同志，及
湖南、湖北两省的石化企业、机械设
备专家一起将扼住七百多名群众命
运喉咙的槽罐车拆分拖离隧道。
5月13日12时30分， 罐体平安
离开隧道，紧攥了40多个小时的拳
头终于松开，湖南消防，干得漂亮！
■宋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