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4月1日起，结婚登记步入“0元
时代”，9元的结婚登记工本费不再收了！

对即将步入婚姻的青年男女，确是
一份政策红包。不过，领结婚证易，成夫
妻难。不到 10 元的婚姻登记费，在筹办
婚礼的开销支出中，原本就是九牛一
毛。越来越高消费的“婚礼经济”，让恋
人们倍觉沉重，甚至头疼无奈。

城市：

婚礼累得人困马乏

“昏礼者，将以合二姓之好⋯⋯故君
子重之。”“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可婚姻
却是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庭的相互磨
合。”⋯⋯不论古人、今人，大多认为婚礼
不仅与新郎新娘有关，更是两个家庭乃
至家族结缘的重要时刻，因此往往倾向
于举办隆重的仪式。

“结婚太累、太麻烦了，幸亏只有一
次。”江苏某城市“80后”小刘语带幽默地
说。小刘与妻子相识于工作后，几年爱
情长跑下来年龄已经不小，面临婚姻大
事。“此事不宜久拖”，当小刘和未婚妻去
年筹备自己人生大事的婚礼时，才发现
需要考虑的事项太复杂，远远超出此前
预计。准备请客名单以及联系主婚人、
证婚人和伴郎、伴娘等都是小事，还要确
定婚礼流程、采购结婚物品、布置婚房，
并且要拍婚纱照、挑选相关礼服等。可
能有人会说，“怕油烟就不要进厨房”。
小刘当时也这样想，结婚当然得自己和
家人忙活，何况抱怨也没有用。

但“事非经历不知难”。接下来的种
种杂事就不是自己可控的了。比如，围
绕婚宴当天的各项准备，包括婚宴酒席、
婚礼化妆、婚庆车辆、摄影摄像等，都需
要主办者预约并确认，还要同婚礼主持
人确定现场各项细节。如果没有熟人，

“好日子”预定合适酒店，起码得提前一
年半载，这些事想想都令人头痛。而且，
大家难免拿别人的婚礼做比较，都想追
求完美追求新意，婚礼就很容易变得奢
华浮夸。还未到大喜的日子，小刘和未
婚妻以及双方家人都累得人困马乏，恨
不得赶紧办完。

要想办一场稍微满意的婚礼，离开专
业的婚庆公司简直不可想象。婚庆公司
虽然靠口碑扬名，但毕竟只给一对新人提
供一次服务，所以服务质量也是参差不
齐。比如，小刘接触的婚庆公司把自己最
贵档次的案例摆出来，但之前并没有明确
报价，而是拍胸脯说肯定会办好。

“酒店门口的拱形门，我们都觉得只
要有一个就够了，禁不住对方营销经理的
劝说，多放了 2 个；婚礼仪式上还多加了
一些不必要的形式，比如点蜡烛、倒香槟
等，其实香槟都是自来水灌的，这些最后
都加到总成本中。婚庆公司应该做好的
音效和音响呈现得却不完美，背景大屏幕
还有一块是坏的，不过喜庆时候也只能将
就了。”小刘说，因为事先没与婚庆公司具
体签订合同，所以看到最后总价时有些无
奈，“比我们之前跟对方说的预算多花了
接近 2 万元”。不过，小刘交钱时并没太
懊恼，因为父母赞助了其中部分，而且他
觉得幸亏双方是在同一座城市，婚礼合在
一起办，否则会更贵更折腾。

小刘的婚礼只是沧海一粟。“婚礼经
济”市场如此之大，以至于婚博会的参展
消费者人数仅次于车展，还覆盖了婚纱
摄影、结婚百货、新婚家居、结婚礼品、蜜
月旅游、珠宝首饰、婚宴酒店、婚礼策划、
婚纱礼服等与结婚消费相关的行业产品

和服务。今年2月底举办的2017春季婚
芭莎·中国婚博会，总成交额高达8.02亿
元。而在福建一些城市，不少婚礼聘金
高达百万元，“聘金越多越神气、红包越
厚越阔气、鞭炮越响越喜气”曾是广泛存
在的现象。

农村：

往往把家底“掏空”

城市中举办婚礼的高消费令人头
疼。“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这句网
络流行语，让人不禁向往传统婚俗。尽
管农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但综合结婚
成本却也不算少。结婚负担重是普遍存
在的现象。

“90 后”小赵的老家在四川农村，在
外打工的他结识了一位同乡姑娘。两人
谈得情投意合，都想简单快捷地把婚结
了，但在两家谈婚论嫁时，却不得不回到

“老规矩”上。
除了必不可少的金银首饰外，女方

还要求男方送上不少彩礼。此外，男方
必须要在县城或者镇上购有新房，家里
如果有车自然更好。比起其他地方的同
龄人，小赵面对的这些“老规矩”还不算
高。据说在一些农村地区，仅彩礼就不
下15万元。

占大头的钱一花，小赵和本来就一
般的家底几乎被掏空，但婚礼酒席还没
办呢。为节约成本，也方便亲朋好友到
家热闹热闹，小赵选择在自己家里办婚
礼。女方父母虽然老大不乐意，但考虑
到实际家境，也勉强同意了。但为了给
女儿撑场面，未来丈母娘要求办酒席也
得举行婚礼仪式，还要请当地流行的劲
歌热舞，“因为人家都这样办”。小赵家
只能在院子里铺上红地毯，没料到那天
下起小雨，地面泥泞不堪，红地毯变得脏
兮兮，来宾和一对新人都狼狈不堪。“许
多乡亲说上万块钱一会时间就糟蹋了，

实在是浪费。我们也觉得没啥意思，但
你不照着办，人家家长就不让结婚。”小
赵母亲无奈地说。

不仅主办者花钱如流水、累得够呛，
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也难以置身事外，
收到“红色炸弹”后就得准备“放血”。“没
办法啊，人家请了，能不去吗？”一位经常
参加婚礼的中年人说。著名社会学家费
孝通先生曾指出，“在结婚前，男女双方
及其家属所履行的各种责任，在我们看
来，其重要性是在把个人的婚姻关系扩
大成由很多人负责的事，同时使婚姻关
系从个人间的感情爱好扩大为各种复杂
的社会关系”。在种种复杂关系中，时常
可见的红包轰炸、互相攀比，令婚礼参与
各方都不堪重负。

呼唤：

“小清新”需移风易俗

婚礼，不仅花费了许多不必要的金
钱，还让人忙得“着急上火”，令人反思婚
礼的形式与意义究竟何在。

李阿姨是“老北京”，家中独子前不
久刚领了结婚证。不过，提到儿子的婚
事，李阿姨一家显得淡定许多。“婚礼好
多时候是办给别人看的。未来小两口是
否过得幸福，不在于太多的形式。”

提起北京的婚俗“老礼儿”，人到中
年的李阿姨从小耳濡目染。她说，如果
真讲究起来也挺费事，没有一年半载不
能把婚结利索了。比如，男方得带着包
括点心、烟酒等在内的所谓“四平八稳”
去女方家提亲，去多少人、在哪里吃饭都

不能随便。而且，在婚礼准备上费时费
力，双方家长意见、男生与女生意见如果
不一致，还挺伤感情。

李阿姨见惯了，也厌倦了这些事。
正巧她的儿子和准儿媳也不愿意大办婚
礼。“我一听这消息，简直太高兴了。”虽
然决定不办仪式，前些年送出去的不少
份子钱收不回来了，但也节约了许多不
必要的开支。李阿姨把原本用来当彩礼
的钱，让小两口拿去旅游，或买自己喜欢
的东西。“我们准备近期找个饭馆订两三
桌，只请自己的‘实在亲戚’聚一聚，这样
比婚礼上的大阵仗更温馨、交流也更深
入。”李阿姨说。

近些年来，随着移风易俗的不断推
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些陈规陋俗不
仅不能戴上新帽子继续“发展”，还应该
结合实际予以扬弃。当下，旅行婚礼、草
坪婚礼、公益婚礼、集体婚礼等新形式越
来越多，婚礼“小清新”之风令人感动。
比如去年 11 月份，重庆团市委就联合相
关单位为 99 对进城务工青年新人举办
免费集体婚礼，为新人们免费提供婚纱、
造型及婚礼全程影像光盘，从报名到参
与全程免费“零负担”。这类活动低碳环
保、节俭浪漫，有助于动员新人们转变观
念，办简约而有意义的婚礼。

如今，提到传统的红白喜事，人们往
往用“操办”二字描述，有些甚至是“大操
大办”。在本该甜蜜的红事上，因为囿于
传统约束，又想追求时髦，让本该喜庆热
闹的婚礼变了味儿，成为各方沉重的负
担。如何既喜庆热闹，又节俭文明地办
好喜事，需要人们更加理性。

毕竟，幸福不是花钱买来的。

当老人需要帮助时，系统大屏幕上
的提示铃音便会响起，服务人员迅速赶
到；一张智能床垫，不仅能实时监测老人
的呼吸和心率，更能在失智老人离床时

“报警”⋯⋯这些正是记者日前在天津市
失智老人康复照料中心看到的智慧养老
新变化。

今年 62 岁身患脊柱炎的王大爷，住
在天津失智老人康复照料中心已有 3
年。“我们每个人床上的这张智能床垫可
神奇了。”王大爷告诉记者，像起床、翻身
等动作床垫都有反应，并会把相关信息
输送至远程终端观测系统。如果离床一
分钟，床垫就会报警，“可别小瞧了它对

我们的智能保护作用。有了智能床垫和
照料中心工作人员的悉心照顾，我在国
外的儿女可放心多了”。

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份的天津失智
老人康复照料中心，是天津市民政局兴
建的市级国办养老机构。该中心副主任
于致婷介绍，中心设有床位 300 张，现有
老人近 200 人，主要托养安置社会家庭
中需要专业照护的失智老人、失能老人，
是一所集养老、医疗、康复、护理、临终关
怀为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机构。去年，与
中心的合作方普天技术为中心提供了50
张 智 能 床 垫 用 于 照 顾 监 测 失 能 失 智
老人。

刚刚研究生毕业的“90 后”刘丽
媛，很高兴自己能参与到智慧养老照料
工作。“这些在中心居住的失能失智老
人，最怕的就是意外跌倒，跌倒后极易
造成骨折等损伤。有了智能床垫，护理
人员能及时跟踪老人行踪，防止其意外
摔倒。”刘丽媛说，以前我们都是每过
10分钟就到病房巡视一圈，有了智能化
设备后，我们在监测中心大平台就可以
观测到老人们的行踪，工作流程上方便
了不少。

为康复照料中心提供 50 张智能床
垫的普天技术，是一家曾获得国家发改
委“互联网+”重大工程项目支持、获批北

京市 5G 传输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央企子公司。

对于智能床垫，普天信息技术民生
网研发部总经理吕伯轩介绍，无拘束生
命体征监测床垫可监控卧床时生理参
数，实现对人体循环系统微动信息的无
失真记录与相应生理参数的实时提取，
如心音信号（心率及 HRV）、呼吸信号

（呼吸强度和呼吸率）、体动信息（翻身）
等。被检出的心跳、呼吸、体动等生命体
征信息，通过无线模式传输到健康监测
系统，实现对被监护人的实时健康监护，
提高健康安全防护，提升机构养老服务
效率和水平。

老有“难”依 智能来补
温济聪

甜蜜婚礼伴生沉重负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开新

当下，在本该甜蜜的婚事上，因为囿于传统约束，又想追求时髦，让本该

喜庆热闹的婚礼变了味儿，成为各方沉重的负担——

“都市种菜族”

越来越流行
刘 瑾

一大早，北京的陈玫点开微信朋友圈看到有个出
租开心农场的消息，“征询开心农场30份每份30多平
方米。我负责种植管理种子和农家肥，你负责带家人
来体验农村生活。2980 元一年！吃不了的菜还可以
上农场平台出售”。

自己种菜，给生活增添一份田园乐趣，吃菜时不必
再担心农药残留、激素等闹心事⋯⋯种种好处，让陈玫
动了心，决定带着家人包下一块开心农场，既能让孩子
们接触大自然，又能体会到劳动的快乐。

如今，像陈玫这样的城里人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
钢筋水泥的城市之外，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绿色菜
田”。随着“都市种菜族”队伍的壮大，很多城区周边以
绿色、有机、健康为种植理念的绿色农场日益火热起
来。这些农场的 DIY 模式操作很灵活，可以是业主自
行种植和采摘，也可以委托农场种植、业主采摘，并参
与农庄的生产管理，确保蔬菜生产全程不施用化学肥
料和农药，生长起来的蔬菜无任何污染和添加。

北京顺义高丽营镇的来相聚农业生态园，交通方
便，吸引了不少都市人。走入园区，成片的蔬菜大棚映
入眼帘，棚里绿油油的青菜更是让人感到春意盎然。

家住东城区的田阿姨，两年前用长租的方式拿到
生态园一亩地30年的使用权。每个周末，她都和老伴
一起开车来打理菜园。“通过自己种菜和采摘，我们收
获到了有安全保证的有机蔬菜。不仅如此，耕种和收
获这个劳动过程也十分有意义，这对我们这些日常工
作和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人来说，更是一种新的
休闲方式。”田阿姨一边和老伴在田里忙着一边说，“这
个周末我们摘了一筐菜，有菠菜、茼蒿、菜花、卷心菜等
好多样，足够家里人吃上一个星期的”。

持有田阿姨一样心态的市民不在少数，能够亲手
打理属于自己的一分田地，并采摘那些成熟的蔬菜是
很多“都市采摘族”的乐趣。

据生态园工作人员介绍，到郊区农村租地种菜的
模式此前并不被城里人看好，但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种菜族的队伍中，尤以退休人士居多。发生这
一转变的重要原因是百姓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对品质
消费的标准在不断增强，同时农场的 DIY 租种模式也
在逐步完善，操作流程更为便捷。

基于市场对绿色健康蔬菜的认可，让都市种菜一
族不仅实现了日常蔬果的自给自足，还新增了一种新
职业。在来相聚生态园，就有一支专职种菜队伍，成员
都是全职“农民”，负责种菜，并将采摘下来的成品蔬菜
直接递送没时间来种地的城里客户。

杨子夫妇就是这支专职种菜队伍中的一员，一年
前夫妻二人辞了工作，来生态园租种了3亩菜地，各式
蔬菜按季节种植收获。凭借无农药、无化肥的绿色优
势，他们的菜很受欢迎。每到周末，杨子都要开上车，
将采摘好的十几份菜送到预定的客户家中。“他们吃过
了我种的菜，再吃外面的菜都感觉没有滋味。”杨子对
自己的菜很有信心。

每年四五月份，都是农场出租的旺季，前来租地和
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都市种菜族”的队伍也在不断
壮大着。

在 66 岁蒜农燕秀玲眼里，很多事都能拿蒜做参
考。“一场病，花去了一年的蒜钱。”“多亏报销了 3000
多元，省了种半年的蒜钱。”

种着一亩多蒜地的燕秀玲，是山东莱芜市莱城区
杨庄镇陈东村人，大蒜一年给她带来五六千元的收入。

燕秀玲身体一直不好，2009年秋因高血压引发脑
出血，第一次住进医院，花费 9000 多元钱。当时新农
合报销比例还不高，总共报了3000多元。

“别整天‘蒜蒜蒜’的，人不行了，蒜谁种？”老伴陈
佃群总这样劝慰燕秀玲。从那之后，老两口对新农合
有了新认识，尽管保费从 60 元提高到 100 元，但他们
每年缴纳保费都非常积极。

天有不测风云。2016 年 10 月份，一场大病再次
袭击燕秀玲，她突然感觉胸闷，送到医院后被确诊为心
脏二三尖瓣膜关闭不全，要根治就必须手术。燕秀玲
不顾医生劝阻，选择保守治疗，为此住院两次，前后不
到20天。

“说实话，还是舍不得俺的蒜钱。”燕秀玲有些不好
意思地说。今年1月份，燕秀玲的病情加重了，她这才
下定决心手术治疗，换掉一个心脏瓣膜并修复一个心
脏瓣膜后，病情得以好转。这次治疗，住院30天，花费
高达101814元。

“10 万多元钱，得种多少年蒜！”让燕秀玲没想到
的是，城乡医疗保险给她报销了52523元，大病医保二
次报销了16454元，自己实际只掏了32837元。

“剩下三四万元，俺们就好办了，家里有 2 万多存
款，两个闺女给出了 2 万多，治病没借一分钱外账，给
闺女伺候月子的钱还没动呢！”燕秀玲开心地说。

6 年两次大病，4 次住院。“搁以往，碰上这么多病
灾，日子早就没法过了。”对此，老两口深感欣慰。

燕秀玲手术后每天还要服用恢复药物，一年需
2000 多元钱，因为她的病不在门诊慢性疾病范围内，
这些钱还得自己掏。“医保的保障范围越来越大，盼着
慢性疾病保险范围能再放宽一些。”燕秀玲说。

让燕秀玲意外的是，当地正在推行 200 元包住院
政策，多出的部分由财政和卫生院共同负担，像燕秀玲
这样处在恢复阶段的患者，也可以到乡镇卫生院接受
治疗，这又能给她省去不少钱。

如今，说起医疗保险政策，燕秀玲能讲得头头是
道，邻居们有啥不懂的也总来问她。都说久病成医，燕
秀玲如今成了村里有名的“医保通”。

蒜农成了“医保通”
李传祯 郝 磊

① 在云南省腾冲界头镇高黎贡
山下 15 万亩油菜花海中，来自全国各
地及缅甸的 16 对新人体验情定花海
热气球集体婚礼。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摄
② 36 对新人身着华美汉服在

安徽合肥三国新城遗址公园举行汉式
集体婚礼。 新华社发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