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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

赣州市城管局 章贡区城管局 协办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为进一步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民政部、全国妇

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

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开展婚前辅导、将颁证仪

式引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实现颁证仪式常态化等一系列

措施。

婚姻是家庭的纽带，婚姻家庭和谐事关民生幸福

和社会稳定。意见要求，要探索开展婚前辅导，开发婚

前辅导课程，编写教材和宣传资料，在婚姻登记大厅通

过宣传栏、视频、免费赠阅等方式进行宣传，帮助当事

人做好进入婚姻状态的准备，学会管理婚姻，努力从源

头上减少婚姻家庭纠纷的产生。

根据意见要求，各地要着力提升结婚颁证服务水

平，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至少设立一个独立的颁证

大厅，探索将颁证仪式引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实现颁证

仪式常态化，通过引导婚姻当事人宣读结婚誓言、领取

结婚证，在庄重神圣的仪式中宣告婚姻缔结，让当事人

感悟铭记婚姻家庭蕴含的责任担当。

同时，意见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室外颁证

场所，建立地方领导、社会名人颁证制度，积极推广人

性化的颁证服务，设计文化内涵丰富的颁证词，鼓励当

事人邀请亲朋好友共同见证。

意见同时强调，要深化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和离

婚辅导，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要设置婚姻家庭辅导

室（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和社会工作专业岗位，探

索离婚冷静期内对当事人开展婚姻危机干预的有效

方法和措施。同时，推广体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

礼，组织举办集体婚礼，倡导健康文明、简约适度的

婚俗文化。

（新华）

我们常说白色是最常见的基础颜色之一。

可在实际的风格运用中，白色却不是那么

常见，特别是男性。当然，这里要剔除 T恤和白

衬衫这两种最基本的单品，以及小白鞋这样的

配饰。

在这之外，再仔细想一下，白色是不是在你

身上也没那么频繁？有关白色的服饰单品，我

们都很清楚它的优缺点所在。

先说缺点，第一，不像黑色这样质感深层的

颜色可以显瘦，对于偏胖偏壮体型的男人不太

友好；第二，不耐脏，穿久了一旦保养不当，容易

发黄，稍微有污渍就会很显眼。

而优点自然就是，白色赋予穿着者优雅干

净的气质，是其它颜色难以望其项背的。其实

说回来也不只有白 T 恤和白衬衫，这几年白色

长裤也成为型男身上另一件，难得一见的白色

单品。

但我们似乎忘记了还有另一条白色裤子，

那就是白色短裤了。相对白色长裤来说，绝大

部分男性对白短裤就要陌生很多了。

自然，作为短裤来说，黑色要比白色更加安

全，尤其是腿型或多或少不完美的，黑色短裤会

帮你掩盖住一切。白色短裤呢，坦白讲，就是跟

白色长裤比，它都要更加“危险”一些。

那为什么还要推荐它呢？

也正如上面所说的，白短裤更为罕见，且风

格气质干净，假若你对自己的腿型有足够的信

心，那么相对随处可见的黑色短裤，白色短裤才

是更能让你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选择。

白短裤的骚气迷情

虽然说有的单品会挑人，白色短裤就是其

中之一，但更多的其实是“人穿衣”。

尽管我们前面说到腿型不直，或粗壮的人，

不太适合穿白短裤，可这也并不代表，它就非常

挑剔，难搞定。所以，想要穿好白短裤，会挑会

选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第一，白短裤宜长不宜短。对于其他短裤

来说，例如黑色，长度不过膝或许还说得过去，

也是有人能够驾驭得住的话，那么白色短裤不

过膝的效果就会很尴尬了。首当其冲的就是，

偏短的白色短裤会更容易，也会更醒目地暴露

出你的腿部缺点。

但较短的白短裤容易出现的“居家感”，是

它的另一缺点。

作为需要穿出去的风格单品，整体的场面

感和体面感不足，更像是在家里穿的，所以想让

自己的风格更加得当和谐的话，偏短的白短裤

还是不要经常穿出去。

综合来说，常见的五分或者是稍微长出一

点的六分是白短裤的最佳，也是最稳重的裤长

选择。在这个标准下，白短裤该有的干净与脱

俗都有了起码的保证。

第二，白短裤宜宽不宜紧。裤子的版型宽

度是影响白短裤风格的另一大重点因素。

也不单是白短裤，任何能够上身的白色

单品都一样，明度最高，视觉膨胀的白色，穿

它时只有留出一定的距离空间，才能让它看

起来更加自然和谐与无瑕，反之，如果你把它

穿得很“紧迫”，那么白色这时候则丧失了它

原本的优势。

有了富余空间的白色宽短，可以说是所有

颜色短裤中观感最为雅致的一种，轻松无束缚

的感觉，让它表达出了更为畅快明亮的气息，没

有故作优雅的姿态，而是随之而来的悠然自在

的气息，格调高雅又生动。

白短裤还需要甄别注意的，就是面料了，当

然，这并不是严重的细节问题。同一种裤款，不

同面料加持下也会产生不同方面的风格影响，

白短裤除了常见的棉质，或者其它混纺材质之

外，最别致的就是白色牛仔短裤了。

有人说牛仔短裤是本就不应该存在的“黑

洞单品”，很显然，白色牛仔短裤应该存在于相

反的行列当中。

它在质感硬挺的基础上，表现出了清新的

质感，融合了纯粹与有型，绝对是千篇一律的短

裤中，能够让你随时出类拔萃的选择。到具体

的风格搭配上，白短裤跟其他颜色短裤没有太

多的差别。只是有一点，白色短裤最好不要与

夏天中常见的白 T 恤碰到一起，因为由此组合

成的 All White 造型，基本上没什么结构层次，

会变得十分单调。

小编更建议你用衬衫来穿，因为对比之

下，衬衫有着明显易见的结构细节，这样可以

避免单一的视觉，同时也增强了造型整体的

洁白意象，彰显极简的纯粹感，风格脱俗，也

更有型。

如果要选择 T 恤上衣来搭配白短裤的话，

颜色深厚一点的应该是首选，个人比较推荐黑T
恤。虽说黑白是最常见的颜色组合，但更多时

候都是“上白下黑”，稍微变化一下的“上黑下

白”，上面有型有质，而下身清爽悠闲，则把经典

颠倒出了些许新颖感来，非常巧妙。

事实上，个人认为白短裤在男人的衣柜中，

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在变冷的过渡季中，

它非常适合拿来打造“长衣短裤”的风格。可能

有人会觉得，黑色短裤不行吗？当然行，但白短

与黑短属于两种不同的风格意味。

白短裤的百搭适配性，其实一点都不比

黑色短裤低，在长裤短裤的造型中，无论你加

入什么颜色的上衣，它都能显现出清新淡雅

的感觉。

特别是有些色彩感的上衣，白色短裤于其

中虽不能增加质感，但它很显然会提升颜色的

活力程度，穿出优雅恬静的同时，又不失活力，

可以说兼具了时髦与优雅。

其中，你还可以尝试一下“工装（军）外套+
短裤”的具体组合。工装遇上明净的白短裤，

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其粗犷的味道，但换之而

来的是干净、明亮与雅致，甚至还会给原本的

工装带来了少见的高级意象，并且短裤自身的

悠闲味道，也会让工装的型格表达，变得更加

轻松自在。

（新浪）

大多数男士都忽略的白短裤

尝试过就再也回不去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工作节

奏加快，影响人们健康的各种疾病渐渐出

现，高血压就是其中一种。在各式各样的

血压计中，电子血压计以方便快捷、易于

操作等优点成为家用血压计的首选，深受

广大高血压患者欢迎。

1. 电子血压计测量原理

电子血压计通常采用示波法工作

原理，使用时将血压袖带缠绕在被测患

者肢体上，对袖带加压直至阻断动脉血

流，通过测量袖带充气放气过程中由动

脉血流脉动变化带来的振荡波与袖带压

力之间的关系，以听诊法作为参考，自动

实现动脉血压间接测量的方法。加压方

式可以是自动或半自动。

2. 电子血压计的选择

电子血压计究竟能不能放心使

用？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下如何选

择合适的电子血压计。

（1）电子血压计与医用水银柱式血
压计的关系

人们经常是与水银柱式血压计比较后得出电

子血压计准或不准的结论。科学地讲，合格的电子

血压计与水银柱血压计测量血压的结果是一致的，

可以放心使用。这是因为电子血压计是以水银柱

血压计的听诊法测量血压作为参考标准的。

（2）电子血压计并非人人适用
应该讲，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电子血压计基本上

是合格的，能够较准确地测量血压。但是在选择时

还要注意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的电子血压计在

血压测量范围及对患病人群的适用性上是有差异

的。电子血压计只有在允许的血压测量范围和适

用患者人群范围内，测量出的血压值是准确的，超

出电子血压计的适用范围，血压测量就不准了，或

有可能测量不出来。

（3）电子血压计的种类

根据测量部位不同，电子血压计又分为臂式和

腕式，选择电子血压计要根据适用人群考虑这两种

不同形式。

如果想要购买电子血压计，建议最好选择臂式

的。因为和作为诊断的听诊法相比它们的测量位

置相同，能正确测量动脉血压，可以使用稳压电源，

同时价格相对便宜，缺点是需脱去衣袖进行测量，

机型相对大，携带不便。

腕式电子血压计以其造型小巧、携带方便、使

用时也不用脱去衣袖等特点受到越来越多使用者

的青睐，市场售价也普遍高于一般的臂式血压计。

对于大多数中老年人来讲，用腕式电子血压计与用

水银柱式血压计测得的结果相比较，经常会有很大

的差异，因此不建议老年人选用腕式电子血压计。

但对于一般正常健康人群来讲，使用腕式血压计

时，只要测量方法正确就可以放心使用，能充分享

受其方便携带、测量便捷的优点。 （新华）

“加强版”结婚颁证仪式来了

如
何
选
择
合
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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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速览！结婚这件事儿，将有“大变化”

●开发婚前辅导课程，编写教材和宣传资料，在婚姻登记大厅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宣传。

●搭建多层次、广覆盖、便捷化的婚前辅导教育服务平台，不断扩大婚前辅导覆盖面。

●有条件的地区要开展婚前辅导教育进家庭、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活动。

1变化
婚前有辅导，帮助新人做好准备

2变化
颁证仪式常态化，让新人更有仪式感

●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至少设立一个独立的颁证大厅。

●探索将颁证仪式引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实现颁证仪式常态化，通过庄重神圣的仪式让当事人感悟铭

记婚姻家庭蕴含的责任担当。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室外颁证场所，建立地方领导、社会名人颁证制度，积极推广人性化的颁证

服务，设计文化内涵丰富的颁证词，鼓励当事人邀请亲朋好友共同见证。

3变化
婚后辅导要加强，让夫妻关系更加和谐

●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要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和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引入

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为有需求的当事人提供服务。

●探索离婚冷静期内对当事人开展婚姻危机干预的有效方法和措施。

●支持开展婚姻家庭社会工作服务，面向社区积极开展亲子教育、防家暴教育、生活减压和社会支持

等预防性专业服务。

●积极应用“互联网+”服务模式，开展婚姻家庭“云辅导”，扩大服务范围，延伸辅导内容。

4变化
推进婚姻家庭文化建设，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加强婚姻登记场所文化建设，设置婚俗文化墙或婚俗文化廊。

●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置婚姻家庭文化展示厅、婚俗文化博物馆等，弘扬社会主义婚姻文明新风。

●推广体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礼，组织举办集体婚礼，倡导健康文明、简约适度的婚俗文化。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开展最美家庭、五好家庭、文明家庭等家庭文明创建活动。

●依托城乡社区家长学校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开展家庭教育

支持服务，为孩子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本报讯（记者陈少芬）垃圾能够变成清水、还

能发电哦！周末带上你家宝贝来一场垃圾探秘活

动吧！9月 20日，赣州市城管局和赣南日报社将联

合推出“垃圾去哪了”参观活动，活动即日起开始接

受报名。

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产生很多垃圾，这

些垃圾最终去向哪里？又如何变废为宝？为了

大家解开心中的谜团，此次参观活动将组织亲

子家庭参观赣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餐厨

垃圾处理中心，让市民见证城市生活垃圾重生

历程，营造“人人知道分类、人人参与分类”浓厚

氛围。

参观活动对象为身体健康的赣州市中心城区

中小学生，需有一位家长陪同，统一在指定地点乘

车前往。参观期间，孩子们还可采写参观习作，记

录所见所闻，参加即将开展的赣州市“垃圾分类从

我做起”有奖征文比赛。

参观活动将分三批次进行，首批招募 50 个家

庭（100人），额满即止。如报名人数超出，可顺延参

加下一批次的参观。三批次参观结束后，主办方将

视报名人数酌情考虑是否增加活动次数。

首批参观时间为 9 月 20 日上午。想要参加

的家庭，即日起至 9 月 18 日 17:00 前，可发送信息

“垃圾去哪了参观活动+人数+姓名+性别+身份

证号码 + 手机号码”至活动报名热线（胡记者

13576691589），请保证信息真实有效。其中，章

贡区解放街道辖区的居民家庭可前往所在社区

报名，欲报从速。

见证城市生活垃圾重生历程

“垃圾去哪了”
参观活动开始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