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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爱情叫陪伴
孙丽茹口述

李墨整理

有一种幸福， 叫做对的时间遇到对
的人； 有一种幸运， 是在对的时间和对
的人情定终身。 两年很长， 却又很短，
两年很短， 却也很长。 人生中最好的年
纪里， 遇到了那个对的你， 我感到幸
福， 而和你情定终身， 我感到很幸运。
回想起我们的故事， 其实还是和大多数
的人大同小异， 但每次回忆起来， 我都
觉得无比甜蜜。
两年前我们认识的时候， 你还在大
连过着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生活，
只是能抽出很少的一点时间回到
抚顺来看看， 相亲后你就回大连
上班了， 我在家里， 我们每天发
发信息， 打个电话， 连第一个情
人节也是异地， 但是我惊喜的是
你托人从国外邮回来的巧克力，
留到我去的时候送给我了。 那时
候我也没有什么星期天、 节假日，
每个月只有那么可怜的 4 天休息
时间， 但是当我每次坐着高铁飞
奔到大连去看你， 你总是会带着
我去很多新奇的地方放松， 包括
去老虎滩海洋公园玩、 到民主广
场酒吧街去玩。 后来我辞了抚顺的工
作， 到大连投奔你了， 我们在高新园区
附近租了一套小套间， 那就是我们的第
一个家了吧， 房间比较小， 也是十年前
建的老楼， 但是还蛮温馨的， 因为你亲
自去网上参考了资料， 无数次地跑大菜
市、 兴业市场去买材料， 总算把它打扮
起来了。
还记着我在大连刚找到一份新工作
的时候， 那天正好是二月初二， 本来你
下班了， 已经来看我了。 可是公司突然
说是要去聚餐， 我只能让你等我。 我想
想第一天来公司， 同事也都不熟， 而且
刚来到大连， 很多生活用品什么的都没
买， 也决定早点结束聚餐。 结果， 聚餐
时找了很多借口都没办法走开， 后来才
知道， 可怜的你就在超市和肯德基里煎
熬地等我， 连末班车都错过去了， 就只
好回公司了。 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了你
那天写的备忘录， 大概意思是等了我 2
个多小时， 平时最不爱等人了， 可是没

秋冬季新娘妆如何打造
秋冬季是很多新人婚礼举行的季节，
而在这样的季节里举行婚礼时， 新娘妆
容以清新自然最为流行， 更着重于天然
的皮肤质感及纯美的妆效， 其清雅的风
格最能体现新娘的脱俗个性， 下面随小
编来看看这款妆容的打造技巧吧。
1、 通透的光泽感更能表现出肌肤的
自然质地， 柔雅的雾感光泽能为新娘带
来沉静优雅的气质， 带有滋润护肤成分
的水润型粉底既能修饰匀净肤色， 还能
将皮肤的自然质地表现出来。
2、 不加修饰的面容可用清澈明亮的
双眸进行映衬， 用遮瑕笔盖住黑眼圈与眼
袋， 纤长的睫毛更能修饰出双眼的神采。
3、 自然的腮红跟唇彩是这款清纯唯
美妆容打造的关键， 要突出唇部的自然
健康之色。
(七夕婚嫁网)

办法， 因为等的人是我， 所以一直等。
当时看完， 我就掉眼泪了， 虽然我们认
识的时间不长， 可是你已经努力的付出
了。
还记着你和我求婚的时候， 下班后
就去花店买了一束花， 还特意打车到我
们单位。 我下班后， 在门口看不到你，
给你打电话， 结果你竟然是从数码广场
车站后的树林里出来的。 见到我也没有
什么特别浪漫的话， 就给了我一封信，
叫我慢慢看， 还送了我一束花。 说实
话， 我心里有点失落， 觉得这和想象的

护肤

8

攻略

用粉底巧妙解决毛孔问题

求婚也差的太远了！ 可
是看到你那窘迫的样
子， 还是觉得挺好笑
的， 就收下了信和鲜
花。 现在我们的婚期已
经 定 了 ， 2018 年 1 月
21 日， 距离现在也不远
了。 我不善表达， 让我说什么情
话， 我是说不好的， 但是我却庆
幸， 此生有你相陪， 我不再害
怕， 也不再迷茫， 希望我们能够
一直一直， 这样地幸福下去。

每一个新娘都会特别注重自己在婚礼上的妆容形
象问题， 而粗大的毛孔则是最恼人的， 毛孔与斑点不
一样， 不是遮瑕膏能轻易解决的， 想让毛孔隐形， 就
要注意粉底的运用了， 下面来看看小编提供的这些技
巧吧。
1、 上妆前不要用保湿产品， 以免粉底在脸上移动
而堆积在毛孔中。 干燥皮肤要在晚上进行处理， 第二
天用含水高的化妆水解决， 不要用让皮肤滑溜的产品，
粉底要有防晒效果， 因为使用粉底时再用防晒品会让
粉底滑动。
2、 选择柔光或超柔光粉底， 干性皮肤也一样， 这
类粉底有很好的固定作用， 不会轻易因油脂滑到毛孔
里。
3、 上妆前在毛孔粗大的部位涂些少量含矿物质泥
的乳霜或精华， 这样就能平整毛孔， 还能吸收皮肤分
（七夕婚嫁网）
泌的油脂。

新娘头饰选择技巧

三大主题冬季婚礼 留下难忘浪漫回忆
在冬季办婚礼有许多不便， 但因为
时间和工作等不同方面的限制， 许多新
人不得不选择在冬季举行婚礼。 如何在
婚宴酒店中将冬季婚礼办出不一样的感
觉呢？ 或者说有哪些婚礼主题适合运用
在冬季婚礼上呢？
节日主题婚礼 已进入年底， 圣诞
节、 元旦、 新年将至， 圣诞节是冬季比
较重要的一个节日， 如果你想办一场西
式婚礼， 不妨将婚礼设计成圣诞主题。
这样的婚礼在布置上当然少不了常见的
圣诞元素。 会场主色调为红白绿组合；
迎宾区可以安置用灯饰装饰过的圣诞
树， 甚至可以将来宾的签到卡片或者宾
客与新人的合照悬挂在树上； 圣诞袜装
上鲜花来装饰座椅； 餐桌放上松枝、 麋

鹿小摆件突出圣诞气氛。
冰雪世界主题婚礼 冬季的雪让人
觉得纯净而美好， 这不正是我们所追求
的爱情吗？ 悬挂起来的雪花让整个宴会
厅仿佛飘起了雪； 银树装点着晶莹剔透
的水晶， 指引你向着幸福迈进； 舞台走
道和婚礼现场的各个角落都要堆上白白
的仿真雪， 放置一些雪凌或者冰雕； 如
果觉得太过冷清， 放上几只烛台提升些
许暖意。 这样的婚礼更契合冬天这个季
节， 也是很多新人特别是南方地区新人
梦寐以求的婚礼。
蓝色主题婚礼 要说除了白色还有
什么颜色与冬季最搭， 那就是水蓝或者
冰蓝色莫属了。 其实水蓝色的主题婚礼
是很容易打造的， 运用舞台灯光可以轻

易营造梦幻蓝色的氛围； 在细节布置上
也并没有多复杂， 也并不是强调单一的
蓝色， 蓝白组合更佳。 可以在哪些方面
运用呢？ 比如白色的座椅绑上蓝色的绸
带， 比如甜品台放上蓝色杯子蛋糕， 再
比如水蓝色的婚纱以及新娘手捧花等。
蓝色调的主题婚礼简单却透露着高贵典
雅的气息。
在小编看来， 这三种主题婚礼是最
适合冬季婚礼的了， 毕竟每个季节都
有它的主色调， 而白蓝红恰恰是冬季
的主打色。 如果你想尝试其他色调的
主题婚礼也并无不可。 这些主题婚礼
能否布置还要看所预订的婚宴酒店的
情况。
（新浪网）

那些惊艳了时光的婚礼蜡烛
西式婚礼不能缺少的就是
婚礼蜡烛了——
—别看它小， 它
的作用还不少。 下面是小编为
您提供的婚礼蜡烛用法和创
意， 一起来看看吧！

田园风蜡烛

浅蓝宽蜡烛

银色长蜡烛

火炉型蜡烛

田园风蜡烛

浅蓝宽蜡烛

远离尘世的喧嚣， 享受田园的静谧。
浪漫婚宴， 体验田园的别样浪漫， 田园
烛饰， 在自然中打造极致唯美， 混合着
鲜花和泥土的芳香， 感受清新的气息。
泛着青苔的泥土， 盛放的各色鲜花， 在
大树下吊成了一种最美的风景。

浪漫蜡烛， 营造唯美冬天的视觉享
受，白雪皑皑中，几点昏黄的烛光，几抹淡
淡的蓝意，几分浪漫的情怀。 烛光摇曳中，
有一片晶莹，在书写着唯美动人的浪漫爱
情。 白色的绣花桌布，在这份浪漫中把你
带入童话的世界。

银色长蜡烛

火炉型蜡烛

最简单的烛饰， 最大气的感觉。 银
色的长蜡烛， 简单的色调， 演绎着绝美。
喇叭形的蜡烛插座， 别致的底座造型，
特别适合有品位的时尚新人哦。 这样的
烛饰搭配花朵更显高贵典雅。

这款蜡烛很有小资的情调， 火炉型
手拎灯， 里面放上简单的白蜡烛， 唯美
自然又别有韵味， 如果在婚礼上使用，
也会有一种惊艳时光的感觉。
（Wed114 结婚网）

新娘在选择自己的新娘头饰时， 一般都会患上选
择恐惧症， 好看的头饰太多， 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头
纱、 头花、 皇冠， 种类繁多的新娘头饰如何选择才最
适合自己呢？ 下面小编就来为大家分析一下。
遮面式： 这是一种短面纱， 在走下步道时遮住脸，
而在新郎吻新娘时可以往后掀开。 一般固定在一面更
长的头纱或一顶帽子上。
瀑布式： 这一款在 60 年代风靡一时， 在 2000 年
后又重归流行。 薄纱如小瀑布般铺散开来， 通常以缎
子头巾固定。 新娘可以选择高低错落的复式薄纱， 这
能让头纱更立体更有型。
头带： 它们适合所有的发型， 并且能优美地将头
发从脸上掠开， 以便每个人都看得到你脸上幸福的笑
容。 短发的女性可以选择较窄的款式， 并点缀一些珠
宝;长发的新娘则适合缎子或丝绸的宽带， 或以珠饰、
宝石做装饰。
冠饰： 有些王冠是用塑料或其他结实的材料制成
的， 以莱茵石、 蕾丝装饰， 再配贴花绣、 珍珠、 水晶、
丝绸花朵、 甚至是小亮片点缀。 通常它们的底座是梳
子， 或是一排发夹， 用一个漂亮的发夹把长发掠在脑
后也是不错的选择。 梳子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 如果
你是短发， 那可以考虑用一两个漂亮的小夹子把刘海
夹到一边。
（新浪网）

新郎婚戒挑选攻略
婚戒挑选是新人婚前准备的头等大事， 新人在选
择婚戒时总要经过深思熟虑。 相对来说， 新娘婚戒的
挑选更为细致， 新郎婚戒挑选则显得稍微简单些。 其
实这是一个误区， 新郎婚戒挑选也不容忽视， 今天小
编就为大家讲解新郎婚戒挑选攻略， 从美观、 健康、
舒适、 个性等角度为大家深刻解答。
个人定制最时尚 你还在按照以往的婚礼那样，
为自己选购和所有新郎一样款式的婚戒吗？ 那你可就
过时了。 如今根据个人的工作性质来定制专属的男士
婚戒才是最时尚的做法， 因为婚戒将是陪伴你下半辈
子的物品。 如果你是个极限运动的狂热爱好者， 那么
建议你最好选择铂金作为你的婚戒。
手指舒适感 戒指经过设计师们利用人体工程学
的原理， 将戒指内环处设计成有弧度而非扁平的结构，
完全符合了手指的弧度。 婚戒顶部和底部之间也有细
微的区别： 底部平缓， 逐步变得尖细以支撑指环对手
指的压力。 正是这种区别， 婚戒才能更好的固定， 手
指也不至于受伤而更显灵活自由。 戒指结构的设计中
也充分考虑到手指的受力情况， 让戒指顶部的磨损相
对的减少。
男士婚戒镶钻 紧随手表之后， 钻石婚戒已经成
为了男士珠宝的潮流之一了， 不仅和新娘的钻戒相配，
而且男士镶钻婚戒也受到了时尚型男们的喜欢。 钻戒
因为它特有的属性以及时尚赋予它们微妙的耀眼和优
雅， 成为时尚男性们继手表之后又一青睐和追捧对
象。
铂金质地最好 如今铂金秀丽和优质的质地也成
了越来越多新人选择它的理由， 他们耐磨损、 坚韧的
特质仿佛是新人之间爱情的最佳彰显。 珠宝商说， 打
磨过无光泽光面的婚戒是如今最为流行的， 因为不容
易产生刮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