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被套了"业务减少了"结婚的计划开

支也随之缩水# $在某旅游公司上班的白领何小

姐近日刚刚报名参加了其所在城市妇联举办的

集体婚礼#金融危机让人们开始回归理性#如今"

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放弃盛大的婚宴"办婚礼刮

起一股以小细节代替大奢华的时尚简约风#

他们向传统婚礼发出了挑战"!结婚是两个

人的事情 " 我们自己觉得开心和幸福就可以

了# $这样的想法推动!瘦婚$成为都市新节俭主

义生活中的时尚# 一组用作留念的婚纱照"一顿

浪漫的烛光晚餐" 一袋发送亲朋好友的
!"#

喜

糖"都是为了让结婚变成简单永久的幸福#

简约婚礼悄然出现

在市区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小王日前和

恋爱两年的女友结婚"只摆了两桌酒席"象征性

地请了两家近亲聚聚" 没有大张旗鼓地宴请宾

朋#

小王说"女友是做外贸的"两人收入都比前

几年减了不少"工作也很忙"在这节骨眼儿上大

办婚礼并不现实# 于是"小王和女友商量好"婚

纱照%酒席什么的都先别搞"真有必要的话以后

再说# 他说"自己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同学更绝"

悄悄领证"旅行结婚"一桌酒都没摆"只在博客

上公布了一张自己拍的合照"

$$

和
%&'

挂上

!结婚了$的签名"算是知会了亲朋好友#

即使是遵循传统婚礼乖乖办酒席的新人

们"在一些细节选择上也开始学着省钱# 一家婚

庆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尽管今年结婚的新人

数量不少"他们的生意却比往年清淡了许多#

不少新人选择自己打理婚礼" 自己联系酒

店%请朋友拍摄录像"节约开支#即使是选择婚庆

公司筹办婚礼的新人"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追求排

场"比起星级酒店%名牌婚车"他们似乎更愿意在

细节上花心思"用更少的钱突出自己的特色#

别致请柬添风采

在多数市民印象里" 婚礼请柬无非是一张

长方形的对折红色卡片"里面写着新人姓名%婚

礼时间和地点等# 前不久"在市区一家事业单位

工作的小庄走进办公室" 给每人分发了一朵用

卡纸和金线精心包装好的红玫瑰# 收到鲜花的

同事们又惊又喜"拿出鲜花"这才发现卡纸内侧

用漂亮字体印着小庄的婚礼内容#

业内人士介绍" 这种特别制作的个性请柬

前几年已经出现"早先主要是在颜色上下工夫"

例如将传统的大红换成粉红%明黄等# 如今的个

性请柬可谓多种多样" 有把新人照片放上请柬

的"有把方方正正纸张换成婚纱形状的"有的更

细心地加上了回执联设

计" 便于新人预先统计

出席人数#从材质上看"

传统的纯纸质请柬早已

不新鲜 "绢布 %丝带 %鲜

花纷纷上阵点缀#

提起结婚自然会想

到 !甜蜜 $"有的结婚请

柬将请柬与喜糖融为一

体" 用巨大的棒棒糖或

薄片巧克力代替传统的

纸张请柬" 文字内容就用不同色的

糖浆!写$在上面"有的还绘有爱心

等图案#

去年底以来" 普洱茶价格一路

下跌" 网上有人卖起了普洱茶制作

的请帖" 在请柬内搭配圆形双喜茶

砖"让请柬不但能看"还能喝#

个性婚礼挑战传统

!现在很多明星结婚都很低调"

我们还赶了个时髦# $做酒店管理的

黄莺说"她和先生感情一直很好"可

计划筹备婚礼时"两人却经常吵架# 拍婚纱照%

订酒席%发请柬等种种细节"亲朋好友都各持己

见"稍微处理不好"就会造成两家人甚至几家人

的矛盾#

于是她和老公达成一致"不办婚宴"在博客

上"自制了一个!结婚小札$"可谓精美绝伦# 她

将和先生的恋爱经历写了多篇优美的文字"附

上两个人的婚纱照传给全

国各地乃至国外的亲友 %

同学"让天南海北的人"一

起分享两人的浪漫和喜

庆# !只有两人感情好才是

真的& $黄莺说没有必要在

旁人面前秀恩爱#

虽然没有举办隆重的

婚礼" 可罗宇朋友圈里的

人总是念念不忘她结婚时

的喜糖# 做色彩顾问的罗

宇一向走在时尚前沿" 结婚时" 她坚持不办婚

礼"只给亲朋好友派发喜糖"告知大家即可# 为

此"罗宇夫妇费了好大劲才说服父母#

当朋友之间雷同的婚礼都随着记忆淡去

时"罗宇的喜糖却成了经典"那是他们夫妇
!"#

的个性喜糖"用竹杯垫%纱带%绿叶%红豆制成的

一绿一红的成对竹喜糖#

!天空很蓝很蓝"我已飞过"不必刻意留下

什么痕迹"幸福的人应该是隐身的# $一对通过

网络!瘦婚$形式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这样陈述

他们的生活态度# 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瘦婚$"人

们追求的除了节约" 更多的是最大限度的自由

和幸福#

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婚礼" 但婚礼的唯一内

涵只有一个%%%幸福# 简约婚礼&朴素婚礼&个

性婚礼"都是在节省开支&打破陋习的前提下"

把婚礼还给新人" 让爱情和浪漫得到最大限度

的张扬和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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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婚礼尚节俭

!瘦婚"方式正流行

时尚
!

主题

当暖阳透过唯美的窗帷"洒满整个房间"同

时也向我们传递着一个讯息'春天的脚步近了#

春天总让人不由浮想联翩" 春意盎然时不免诗

性由生# 怎样让自己的家同破土而出的绿苗一

样"在初春里苏醒过来
<

让春色住进家里来呢(

自然色彩 营造温馨

色彩是最能烘托气氛的元素"我们追求使家

里充满春日的气息"不仅仅是从视觉效果上达到

美观的效果而已"更多的是希望春日的气息能够

提振家庭成员的精神状态" 达到身心愉悦的效

果# 而据研究显示"春天所呈现出的清新明快的

色彩"对人的身心具有积极的调剂作用#

绿色最接近大自然" 所以很容易能够让人

感到放松#

浅绿是一种温暖的色调" 能营造出别具一

格的自然空间"适合乡村风格的居室)如果是现

代风格的居室"加入了灰色的嫩绿会更合适"这

个颜色会突出室内层次感#

白色会在绿色的衬托下更加出色" 可以营

造自然宁静感"特别适合装修儿童房# 而蓝色和

绿色的搭配能够完美地呈现出英式乡村风格的

氛围"浓郁的田园气息让人心醉# 而绿色和蓝色

都是很平静且低调的颜色" 能起到很好的衬托

作用"且不会产生杂乱的感觉#

黄色一直都是居室的流行色" 每年只是稍

做变化"如
6==>

年流行暖黄色"营造温馨的氛

围)

6==(

年流行金黄色" 带来奢华风情)

6==?

年

流行的明黄色"时尚贵气又带点俏皮"这种如秋

日阳光般的明媚黄色" 无论是大范围使用还是

小面积点缀"都能让居室显得很阳光# 明黄之所

以流行"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具有的强烈

运动感#

明黄色与白色搭配" 可以缓和明黄色的尖

锐感"使得空间更加舒适%温馨# 如果墙面是大

面积的明黄色" 搭配以白色为主体的沙发比较

合适)如果家具或窗帘是明黄色的"那么饰品和

软装饰最好选择白色或白色的小碎花" 反之亦

然# 另外"用明黄色墙配搭金属感家具也能显得

与众不同# 明黄色与紫色搭配能够营造出温馨

浪漫的氛围"适合在卧室内进行布置"能够达到

舒缓神经"缓解压力的功效#

饰品不大 可以点睛

饰品在我们的居室中出现的数量已经是越

来越多了"但许多人却不懂得怎样去用饰品恰到

好处地给家居的整体风格点上精彩的一笔#

饰品不在于价格的高低" 而在于布置者对

生活的感悟#例如墙上的几幅小巧的挂画"精致

亮丽)古旧的桌上摆放着的鱼缸"隐约看见水面

上漂着几瓣轻柔的花朵"鱼儿游来游去"逍遥自

在)半透明的乳白色大花瓶"几枝干花零星散置

其中" 典雅又自然# 这些都是家中亮丽的风景

线"也是整体家居风格的点睛之笔#

窗帘壁纸 注意搭配

窗户和墙壁覆盖了家中最大的面积" 因此

对这两块区域的修饰能够对房间氛围和格调的

变化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壁纸方面" 你或许不用大面积地铺贴或者

更换" 只要有选择地贴上些点缀着碎花图案的

壁纸" 简简单单的变化就调和了房间里沉闷的

气息"再加上几束随意摆放的鲜花"整间客厅立

刻活了起来# 弥漫着阳光和花的芬芳的客厅"是

紧跟着春的脚步来的#

而在窗帘的选择方面" 为了保证居室的光

线充足"建议选择透光性较好的布料# 如果担心

私密性受到影响可以采用双层窗帘# 从色彩和

图案上看" 以花卉图案和几何图形为主是近几

年来较为流行的" 突出了自然和艺术化两大主

题# 以咖啡色%卡其色%草绿色等与大自然相近

的色调重新流行" 而浅颜色系列的窗帘如蓝%

灰% 银等中性色系也以其清新宁静的色彩颇受

设计师推崇#

家具 给沙发换一种面孔

一般来说"布艺沙发最能在换季时大显身

手# 去布艺店请人为您的沙发量身定做一身带

有明快色彩的新衣 "换

一副清新可人的面孔 "

以适应春天的气息 )或

扯几米浅淡色调的布直

接罩在布艺沙发上 "更

显洒脱与随意# 而如今

制作沙发的布料深受窗

帘布艺流行趋势的影

响" 讲究与窗帘布艺配

套组合" 因此挑选沙发

布时也可以参考窗帘的

款式来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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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鉴赏专栏

我们也需要!世界慢生活日"

!

刘克梅

让家在春天里苏醒
!

张 云时尚
!

家居

我要
适合自己的时尚

家装
!

市场

今年
"

月
#

日是第三个 !世界慢生活日"#

据报道#如今#!慢"的理念已经渗入到欧美社会

的各个角落$ 时间研究员%时间经理%抗紧张培

训班等闻所未闻的名词不断出现$ 在美国#甚至

出现了一个!放慢时间协会"#这个协会已经在

世界上
!"

个国家拥有
#$%

万名会员$ 他们的

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手拿秒表%观察路人#如果发

现有人不到半分钟就走了
%&

米以上#他们就会

上前给予!劝导"$ 意大利都灵举行过国际!慢食

节"#教育人们吃顿!慢餐"#享受!慢餐"的美味

与悠闲$ 意大利的小城布拉# 常能看得到时速

"&

公里的路标# 提醒人们把时速
"&

公里作为

一种态度#慢着%悠游着过生活$

慢起来#闲一点#用享受的心态享用美餐#

用沐浴的感觉享受阳光# 用轻松自在的感觉打

发时间#发现隐藏在生活中间的趣味%甜蜜和甘

醇#找到丢失的生活和幸福#这才是!幸福人"%

!生活人"$ 所以#西方人在经历高度旋转的经济

生活后才更追慕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慢生活"$

反观我们#随着经济发展和竞争压力增大#

我们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缝隙化和拥挤化&为

了创收#不得不放弃节假日'为了就业机会#不

得不屈从!三年内不生孩子"的霸王条款'为了

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 我们不得不将脚步迈

得飞快#以至于连和孩子散步的机会都没了$ 我

们更像工业流水线上的齿轮#输入时间#输出赚

钱和高效#整个成了!机器人"%!经济人"$

(新周刊)评出的!中国欲望榜"#位居榜首

的是!更多的钱"#其次才是!环游全世界"$ 欲望

条目中#!开名车"%!住别墅"%!中大奖" 等功利

性条目远比非功利性条目多$ 我们正被更多欲

望和金钱牵引$ 据(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示#

$%&''

的受访者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 !加急时

代"#

()&*'

的人认为自己正处于生命中 !冲得

最快"的阶段$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成了普世价值#!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在疲于奔

命"成了多数人的共同感受$ (韩国经济)中有一

则消息名为(疲惫的中国#加班现象蔓延#每年

*'

万过劳死* )#文中说#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作

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人均劳动时间已超过日

本和韩国$ !所有人的精力和体力都在透支#却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 究竟

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有人说#疲于奔命的!加急时代"是社会保

障机制不健全造成的# 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关

键问题#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我们一再强

调经济最大化# 强化奋斗和竞争的财富价值#过

分用经济成就衡量个人成就$ 田园生活#桃源境

界仅仅是个别读书人的精神理想$ 现实生活中#

如果某人满足于温饱%知足#总会被人说成是!缺

乏上进心"#却不会被说成!懂生活#有情趣#会享

受"$ 这种高歌猛进的民族心态和财富时代接在

一起#才造成!加急时代"的有增无减$

观照西方方兴未艾的!慢生活"#我们也需

要有人出来规劝 # 出来提醒我们只要累了困

了#多么重要的事情都要慢下来%停下来$ 天下

有赚不完的钱#却没有耗不尽的生命$ 经济越

发达 #时代越现代化 #精神和观念也应得到现

代化发展#和远景发展接轨#和世界趋势接轨#

和生活质量%享受生活接轨$ 我们要成为经济

发展的 !主人 "#而并不是任由经济控制 %牵引

和奴役的!仆人"和附庸$ 我们也需要!世界慢

生活日"$

!(

!

金晨 洁琪

气息清新的环

保橱柜" 一开即热

的电热水龙头 "会

呼吸的吊顶" 食物

垃圾处理器**记

者在走访家装市场

时发现" 越来越多

的节能环保产品在

家装厨卫领域唱起

了主角#

目前市场上各种类型的热水器及电热水龙

头进入热销季节" 一些节能新产品吸引着消费

者的眼球" 也代表了未来市场发展的趋势# 日

前" 河南市场推出的一系列革新产品节能减排

变频型即热式电热水器及电热水龙头" 引起了

业内外的高度关注#

据相关人士介绍" 即热式电热水器是一种

用电能%即开即有热水的新型热水器"它的特点

是即开即热%外形小巧美观%节能%环保%使用方

便快捷#在欧美发达国家"即热式电热水器已经

占据
?=@

以上的市场份额#前几年"我国生产的

电热水器"存在出水量小"低水温"高耗能"技术

含量不高等问题#但近年来"生产厂家研制出了

节能环保变频型电热水器" 在国内市场受到消

费者追捧"销售量也突飞猛进#

记者近期通过走访了解到" 市场上一些技

术先进的相关产品"如新飞%麦斯福%希尔乐等

主流产品"均采用电脑智能化控制"造型时尚美

观"能够耐
A?B=C

高压发热器"瞬间加热转换

热能
DB@

以上" 三到五秒即流出热水" 轻松使

用#并且采用了余热吸收装置"使得洗浴时热量

得到二次回收利用"比普通电热水器节电
B=@

#

!随着节能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后节能

型家用电器将成为主流# 特别是节能环保型电

热水器及电热水龙头% 新能源型家用电器将会

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某电器卖场主管

告诉记者#

!(

春天来了"一切欣欣然张开了眼"一切时尚

的东西也伸个懒腰"绽开笑脸#

朋友塞过来几篇文章" 打开一看%%%'开

春" 服饰要这样穿(&'本季必不可少的时尚单

品(&'时尚鞋子的八个关键词(# 呵呵) 这家伙"

生怕我不知道现在流行什么# 其实"我早就看见

了呀"商场中充斥着符合当下潮流的各种服饰"

可谓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 于是乎"紧跟时尚

的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身着各种流行款式的

衣装"色彩斑斓&五颜六色的时尚便在街上流动

起来# 无不提醒着我"给向我这样一直自诩赶不

上时尚步伐的人一种强烈暗示*快点吧"千万不

要落伍了呀)

当下"当一种风尚袭来"之前的潮流单品就

纷纷被!逼$下架让位"翻新比翻脸还快# 如果在

淑女风来临之前你穿的全是非主流" 恐怕只有

更换衣橱才能继续保持时尚形象# 可想而知"如

果一个人每每以赶时髦为生活指南" 那么请允

许我说*!她+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

给了世界上最多变的事业%%%为追求时尚而斗

争) $

但"虽然时尚短暂易变"而个人风格是长期

稳定的# 流行的时尚"未必对每个人都!放之四

海而皆准$# 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是无可替代的时

尚载体"与其将大把时间花在不断追赶流行"不

如潜下心研究下自己的气质究竟适合什么#

我的一位同学
%

" 一直甘愿做时尚的盲从

追随者"甚至疯狂%%%流行的东西再不适合她"

她也会因其风靡一时套在自己身上# 风衣长靴

当道时"她不顾自己个子娇小的现实"顶住朋友

的反对"买一身披上#结果呢-钱没少花"反效果

强烈*从远处望去"她如同一个移动的邮筒# 大

家终于习惯了"

%

却为追赶墨绿色系放弃了!邮

筒装$# 这下 !更上一层楼$"因为不会搭配颜

色"她像一朵活蘑菇)

盲目跟从"这不叫追求时尚"充其量是赶时

髦# 追求时尚的精髓在于!移貌取神$"通过借鉴

时尚"来提高审美&练就品位"打造鲜明的个人

风格"强化自身的神韵和个性#

在对待时尚方面" 赫本无疑代表了一种最

高境界# 她不追随时尚"时尚反倒跟着她走# 别

人长发飘飘时"她却以清爽的短发颠倒众生"被

众人效仿# '罗马假日(风靡全球"女影迷们把自

己与奥黛丽认同为一体" 纷纷模仿她的 !赫本

头$& 样式类似于男式的白衬衫" 长而舒展"附

着腰带的圆裙"以及平底的便鞋#

真正的时尚大师"是创造时尚的源泉"是引

领时尚的先驱# 永远走在时尚的前面%%%永葆

时尚的秘诀莫过于此#

或许我们没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但依然可

以变被动为主动"以理智驾驭代替一味追崇# 适

合自己的"不因不时尚而拒之"也不因!超时尚$

而舍弃#

适合自己的"永远才是最好的# 时尚"亦如

此#

!(

!

本报记者 雷路展

日前" 法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

&"EF

,

国际葡萄酒及烈酒评酒会评出全球葡萄酒!

G;H

IJ,2KL

顶级品牌
M

$"来自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等

国的
7N

个品牌入选"我国的民族品牌---张裕

解百纳也跻身其中"成为亚洲地区的唯一代表#

!新世界"逐步崛起顶级品牌

据介绍"本次评酒会共有来自
A(

个国家共

OB7

种酒类参赛# 从产品品质%商业表现及品牌

价值创造三个方面入围品牌进行严格评审# 最

终" 在评出的顶级品牌
7=

强中" 包括了法国

%;PQ RP22P00S

%美国
)TU V,..; W-2PJS

%中国张

裕解百纳等知名品牌#

如果从国家所获席次来看" 传统葡萄酒强

国法国以
A>

席独占鳌头"占据了半壁江山# 张

裕解百纳 %

)XU V,..; W-2PJS

等跻身顶级品牌

7N

强 "这表明新世

界在酿酒技术 %品

牌推广等方面正在

迅速进步" 已开始

打破法国葡萄酒对

高端市 场 的 垄 断

!坚冰$#

在 这 一 背 景

下 "张裕解百纳拉

开了进军欧洲市场

的序幕 "出口到德

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荷兰等
AO

个欧洲主

流葡萄酒消费市场"如今已成为热销的顶级品

牌之一# !鉴于张裕解百纳在国际上成功的商

业表现" 法国
&"EF

葡萄酒类专家委员会决定

评选张裕解百纳为全球
7N

个顶级品牌之一# $

#YP0 IP2,JK

先生说#

历史悠久品牌受青睐

此次入选的顶级品牌
7N

强有一个共同的

特征 '无论是旧世界的
%;PQ RP22P00S

"还是

张裕解百纳等新世界品牌 " 都具有悠久的品

牌历史#

张裕解百纳拥有
(N

多年的品牌历史" 这在

新世界葡萄酒中并不多见#

AD7(

年"张裕在当时

的中国民国实业部注册了!解百纳$商标"成为中

国最早的干红葡萄酒品牌#

!当然"作为顶级品牌"葡萄酒产品一定要有

独特的口感与风格#$

#YP0 IP2,JK

先生说#张裕解

百纳此次能作为亚洲唯一代表跻身全球顶级品

牌"其独特的风味功不可没#早在
AD?(

年的第
6B

届布鲁塞尔世界优质产品评选会上夺得金奖#

6NNB

年"在.

W-2PX!-2P

/杂志 !亚洲最佳酒类 $

+

&EWE6NNB

,评选会上"张裕解百纳又荣获亚洲

最佳红酒称号# 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专家
F,ZJP2Q

先生表示"!张裕解百纳让人一品难忘" 层次感%

骨架匀称性和果香醇香和谐度已经超越了国际

顶级水平# $

法国 &"EF!全球葡萄酒 7N顶级品牌$评选

张裕解百纳占亚洲唯一一席

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婚礼#但婚礼的唯一内涵只有一个+++

幸福$ 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瘦婚"#人们追求的除了节约#更多的
是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幸福+++

家装厨卫
节能产品唱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