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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婚"是指不买房#不买车#不
办婚礼甚至没有婚戒而直接领证结
婚的一种简朴的结婚方式$由于生活
压力以及现代人越来越强调婚姻的
!自由"和!独立"%!婚礼"在年轻一代
的婚姻中被重视的程度日益削弱%因
而裸婚也就成为!!"后"最新潮的结
婚方式$它一方面体现了现代社会对
婚姻理解的转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
现代社会物质观念的转变$

裸婚是幸福&是潇洒&是无奈&还
是冒险&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不同的界
定'有人认为只要有爱!神马"都是浮
云%有人却觉得没有面包的爱情早晚
会被毁灭'其实裸婚幸福与否的秘诀
跟婚姻幸福的秘诀几乎没有差别%用
心经营才是关键' 所以%只要爱情双
方有着共同的目标% 并为之而奋斗%

那么不管是在物质富足之前或之后
结婚%相信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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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婚"介乎大操大办的奢华婚
礼与脱离物质基础的裸婚之间'瘦婚
没有奢婚的张扬和巨大开销%自然也
没有了婚后承受不起婚礼消费负担
的压力(瘦婚也并非无房无车无家具
无电器))不同于一切全无#脱离物
质基础的裸婚%瘦婚不会失去两个人
操办终身大事的快意' 所以%瘦婚个
性化十足%既清新别致%又张扬自我%

比裸婚更实际%比奢婚更出彩%这种
结婚观念在年轻人中越来越受青睐'

可能有人会认为 婚办起来没

面子%和一般的婚礼比% 婚场面的
确小了很多%但气氛也可以温馨而轻
松' 结婚仪式也就是种形式%大排场
的婚礼%消耗的不光是钱%还有大家
的精力' 现在的婚礼办得越来越奢
华%这种非理性消费给个人#家庭和
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瘦婚的流行
一来源于年轻人思想观念较新%再者
他们更崇尚浪漫和自由' 专家认为%

婚礼内容的简单化和形式的多样化%

会是未来的一大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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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旅婚"%就是旅行结婚' 旅
行的过程就是结婚的仪式%没有固定
的程序和形式'从新人踏上旅途就是
结婚仪式的开始%旅游结束回来了就
完成了结婚的仪式'而旅行中每个风
景优美的地方#每件能够让你们回忆
的事情就是婚礼中的花絮'跳出传统
婚宴%选择轻松#浪漫的旅行结婚%成
了时下年轻人的时尚选择'一张结婚
证#一次浪漫而新奇的旅行%谱写着
一首首新时代的结婚奏鸣曲'

海边#草原#小镇%甚至是荒芜
的戈壁滩%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边走
边爱"%对于时尚新人们来说%时刻充
满了刺激和浪漫' 另外%因为身处异
乡%难免会遇见一些突发事件%这时
最需要的就是两人互相帮助与关爱%

共同面对困难%考验爱情的同时更能
增进双方感情'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
在旅途中完成婚纱的拍摄%一路玩一
路拍% 每张都有故事都值得纪念%更
具幸福感'

旅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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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婚"一种新节俭主义的生活
时尚% 举行一场简单朴素的婚礼%在
不浪费也不降低生活质量的前提下%

用最少的金钱获得最大的愉悦和满
足' 素婚并不是不重视婚礼%也并不
是逃避%其实是更希望拥有一种真正
属于自己的婚礼(素婚不是没钱人的
专利% 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知
识分子都在接受这种结婚方式(素婚
也不是低调#不是简陋%它同样可以
用简单形式操办出铭记一生的浪漫'

酒店越来越难找# 婚宴价格越
来越贵#司仪出场费越来越高%无论
是经济压力还是烦琐的程序%让不少
新人不胜其累'越来越多!!%后"选择
了素婚'他们以一组作为留念的婚纱
照片#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一袋喜
糖发给亲朋同事% 就这样完成了婚
礼' 和 婚比%素婚更添了一份文艺
气息%它尊重婚礼本身%拒绝铺张浪
费#反对宣扬却并不会削弱婚礼的形
式感%同样可以得到最真挚的祝福'

素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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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婚"是指当今中国大学生一
毕业就结婚的婚姻现象' 近年%毕婚
渐渐盛行%大学生一毕业就得匆忙地
迎接!职场"和!婚姻"的双重挑战%由
此产生了时下流行的!毕婚族"'目前
一部分大学生选择当毕婚族%毕婚族
中许多女生把结婚当出路%缓解即将
面临的就业压力%她们认为如果能通
过结婚来共同分担生活压力%也算是
一种!曲线就业"'

和裸婚相比%毕婚似乎显得更为

冲动%拿了毕业证就领结婚证%成了
一些女大学生的梦想'有人戏称毕婚
族是!告别上下铺就上双人床"%也许
还不懂什么是爱就要承担起家庭的
重任%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学生们来
说%显得不太理智' 如果双方有稳定
的感情基础%已经学会在相处中处理
分歧%并且能迅速适应已婚带来的角
色转变%从心理学角度说的确可以结
婚了'但婚姻毕竟不是在象牙塔里过
家家%所以还需谨慎再谨慎'

毕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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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淘婚"%是指通过购物网
站选购结婚用品%用理性消费完成终
身大事'不想逃婚#不想裸婚#更不想
铺张浪费%淘婚便在网上盛行%准新
人们不再周旋于各大商场讨价还价%

大包拎小包%而是盘个小腿%坐在家
里悠哉上网!淘"结婚用品'上网淘婚
纱#淘克拉钻戒#淘蜜月度假产品'新
人们千方百计降低结婚花销%在过程
中体会快乐'

网上的婚庆用品十分丰富%大到

汽车#家电#钻戒#婚纱#婚宴%小到请
柬#喜糖#红包#礼品#饰物%都在网上
淘得到%不仅价格低廉%而且充满创
意%更能省去不少时间'找信誉高#销
量大的卖家%报价往往比实体店便宜
许多%品质也有一定保障'不少!淘婚
族"在购买婚庆用品后还喜欢分享自
己的!淘"体验%不仅有相关产品%更
有甜蜜的心情'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
是%网上购物一定要货比三家谨慎选
择%避免上当受骗'

淘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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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婚"并不等同于拼在一起结
婚%它更宽泛的概念应为拼在一起置
办结婚' 即结婚前的一些准备%包括
酒席的预订#喜糖烟酒的采购#婚纱
摄影#化妆等' 一些年轻人由于积蓄
都不算多%面对结婚这一人生中的大
喜事和大开支%拼婚这一时尚的结婚
方式就应运而生了'拼婚潮流在物价
飞涨的当下%更是具有强大的现实意
义和!实用节俭主义"精神'

他们寻找婚期相同或者相近的
准新人%相约一起拍婚纱#一起买烟
酒#一起订酒店%一起度蜜月等%通过
拼婚享受优惠的!团购价"%降低结婚
成本' 但要注意的是%拼婚的确可以
达到资源共享%多对新人选择一起置
办婚礼所需物品%商家往往都会打折
扣'但需要注意警惕拼婚对象身份的
真实性%最好选择值得信任的熟人一
起!拼"%谨防上当受骗或引起纠纷'

拼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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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试婚"%指未婚男女以婚姻
为取向%按照婚姻的模式进行的一种
试验'如果通过试婚%双方互不满意%

或一方对另一方不满意% 婚事就告
吹%双方可以各奔前程%再去选择合
适的#满意的伴侣' 而这段时间可长
可短%也许几个月也许数年'

有人认为试婚只是同居而又不

想负起婚姻责任的借口%也有人认为
这种婚前的磨合有利于彼此更理智
地选择配偶并做出决定'其实这主要
取决于当事人对待婚姻的态度%当一
个人怀着神圣而严肃的态度去试婚%

也不失为一种责任感的体现'但试婚
也因为缺少法律的保护%所以年轻伴
侣在考虑试婚时还是要谨慎而为'

试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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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婚"是已经履行了结婚的法
定手续%却并不对外宣称自己!已婚"

身份'都市里有很多已婚男女在隐瞒
自己的婚姻状况%他们的无名指上没
有戒指%像单身贵族一样出入各种场
所' 现在的职场上有潜在的竞争法
则%让一些已婚人士选择了隐婚'!隐
婚族"自称是快乐的单身贵族%却避
谈感情婚姻(平时与异性关系热络#热
衷社交应酬%但到假日时就不见人影'

婚姻本是!光鲜"之事%为何要隐

藏& 有网友称隐婚既是一种生活方
式%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隐去已婚的
身份%换来的是自由的空间#公平的
机会#上司的青睐以及异性欣赏的目
光' 专家却表示%长期!不在婚姻状
态"的心理暗示%会减弱当事者的家
庭责任感% 严重的可引发婚姻危机'

当真相暴露后%在伤害自己的同时有
可能也会伤害到周围的人'隐婚或许
是无奈之举%但当事人还是应该协调
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慎重处理'

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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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婚"是闪电式结婚的简称%从
认识到结婚时间相当短'只认识一天
就结婚到相识不到&个月领证的都算
闪婚% 多发生在时下青年男女身上'

现代都市生活压力大%一些忙于事业
的大龄青年在婚姻上不愿陷入拉锯
战%同时%结#离婚登记手续的简化%

新人享有更大的隐私权和自主权%给
闪婚提供了很大方便'但由于彼此了
解不够%闪婚确实有可能留下婚姻关

系不稳定#离婚率相对提高等后患'

我们不能去断言他们一定幸福
或者不幸福%但是事实告诉我们%!闪
婚"背后总是跟着!闪离"二字%有人
认为结婚离婚不过红本绿本之差%但
殊不知对婚姻不负责任的态度却很
可能导致婚姻的不幸' 婚姻不是快
餐%相爱容易相处难%脚上的那双鞋
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走得久一点才知
道'

闪婚
!:ª«¥%¬d®¯

裸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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