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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那些些年年欠欠下下的的蜜蜜月月，，孩孩子子给给补补上上了了
不少子女送爸妈度“二次蜜月”，浪漫不只属于年轻人

晚 婚 假 取 消 ，
“借”年假度蜜月

当 28 岁的济南小伙彭坤
在纠结 5 月的婚礼是旅行结
婚，还是办一场传统婚礼时，
他的父亲讲述了 1988 年属于
自己的“旅行结婚”。

“他们还挺新潮、挺浪漫
的，上午领完证，给单位的同
事发了喜糖，下午就拿着两张
去北京的火车票，一块去了火
车站，他们的蜜月选在北京。”
彭坤说，那个年代很多人不办
酒席，就发个喜糖，单位人随
一两块钱的份子。

如今轮到彭坤办婚礼，他
的父亲反而不愿意他选择“旅
行结婚”，“家人都觉得太草
率、太不正式了，最终选择了
传统的婚礼流程。”彭坤说。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
原因让彭坤放弃了旅行结婚，
那就是晚婚假的取消。

2016 年，29 个省取消了
原有的晚婚假，其中有 11 个
省份删除了相关晚婚假的条
例，仅剩三天法定婚假，山东
省便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
彭坤的婚假只有 3 天。

“结婚利用周末的时间，
把 3 天的婚假省出来，然后再
加上 5 天的年假，再加上周
末，就能有个长一些的蜜月
了。”彭坤说，因为晚婚假取消
了，只能“借”年假来度蜜月。

其实，如彭坤一样的年轻
人不在少数，他们选择周末结
婚，结完婚接着上班，把婚假
留下来用在“刀刃”上。

与年轻人缺少时间不同，
不少有钱有闲的中老年人会
选择“二次蜜月”，弥补年轻时

的“不够浪漫”。根据携程旅游
发布的《2017情人节旅游消费
报告》，今年旅游过情人节的
情侣中，近三成为46岁以上的
中老年。报告认为，有钱有闲
的中老年人也追求重温浪漫，
已经成为情侣蜜月旅游的重
要消费人群，不少是子女网上
下单送爸妈去度“二次蜜月”。

“蜜月游”以海岛
为主

有统计数据显示，“蜜月
游”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旅
游主力产品，仅携程旅游网，
就有超过 10 万条情侣蜜月相
关产品。

同时，携程 2 月 13 日发
布的《 2017 情人节旅游消费
报告》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情
侣对蜜月目的地的选择倾向，
例如，国内的三亚、厦门、昆
明、丽江、周庄、九寨沟、成都、
哈尔滨、北京、西双版纳等地
人气最高，出境方面，泰国、日
本、韩国、印尼、马尔代夫、新
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美国、
菲律宾，排前十名。海岛成为
情 人 节 最 大 赢 家 ，占 到 近
40% 。报告表示，旅游者偏爱
浪漫型目的地、温暖海岛以及
自然环境好的目的地。

“大家能想到的，国外的
话，海岛游最受欢迎，例如巴
厘岛、塞班岛，其次就是欧洲、
澳大利亚等跨洲长线，国内的
话以云南、海南为主。”据嘉华
旅游工作人员郑鹏介绍，嘉华
针对情侣开发了一系列“蜜
月”线路，例如以海南为目的
地的“海岛密语”，以新加坡、
巴 厘 岛 为 目 的 地 的“ 蜜 月
ONLY YOU ”高端定制，以
云南为目的地的“云美·邂逅
爱”蜜月线路。

除了跟团，近年来出现了
“绿色蜜月”的概念，有人认为
是两人背包当驴友形式的穷
游模式，同时也有人认为是环
保旅行的模式，包括对环境产
生尽可能少的负面影响、较低
的能耗，以及对当地居民文化

和生活的尊重。绿色蜜月以肯
尼亚的曼达岛、希腊的杰拉卡
斯、莫桑比克的蓬杜欧鲁、格
林纳达的莱韦拉海滩等地最
为著名。

有国家推旅游
“集体婚礼”套餐

对于婚礼的变迁，民间一
直流传着几句话：“上世纪 50
年代一张床，60 年代一包糖，
70 年代红宝书，80 年代三转
一响，90 年代星级宾馆讲排
场，21 世纪特色婚礼个性张
扬。”

在追求个性化的现在，旅
行结婚成了热门的婚庆方式。
近年来，选择在国外办婚礼的
明星越来越多，也起到一定示
范作用。例如，以携程网热卖
的“巴厘岛阿雅娜婚礼+6 天 4
晚蜜月游”行程为例，使用吴
奇隆、刘诗诗婚礼的酒店，可
享受水上教堂婚礼，专业摄影
师婚拍。

但是，国外办婚礼的成本
并不是普通人能接受的，上述
热卖的“巴厘岛阿雅娜婚礼+6
天 4 晚蜜月游”，售价两万多，
还不包含亲朋好友的交通、食
宿费用。根据携程的统计数据
显示，情人节的海外旅游婚礼
产品，平均花费达到 32000 元。

在 2017 婚礼主题游热门
榜单中，希腊扎金索斯岛、拉
斯韦加斯、巴厘岛、夏威夷、马
尔代夫入选五大婚礼主题游。

当然，也有不少新人并不
会举行仪式，而是以旅行的方
式代替婚礼。据济南一家旅行
社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年的结
婚旺季，市区各旅行社接待的
新婚夫妇出游的不少，其中不
少是旅行结婚的新人。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游客
重要出境目的地的泰国也打
起了旅行结婚的主意，针对中
国市场，泰国旅游局推出“集
体婚礼”套餐，每次参加婚礼
和蜜月旅游的人数逾百人，在
2011 年时，共有 500-600 对中
国新人参加。

“旅拍婚纱照”成
时尚

近年来，“旅拍婚纱照”成
为时下最流行的“蜜月”形式，
无论是在旅游圈，还是在婚纱
摄影的圈子里都呈现出越来
越火爆的趋势。

2 月 13 日，国内最大的
在线旅行社携程旅游发布

《 2 0 1 7 情人节旅游消费报
告》，报告显示，携程主题游平
台“婚纱写真”“旅游婚礼”产
品数据，仅今年情人节和 2 月
份，婚礼蜜月旅游预订人数同
比增长 300% 以上。

根据携程旅游网报告，携
程旅游发布排名前五位的婚
纱写真主题游，分别是大理苍
山洱海、斐济丹娜努岛、希腊
雅典米岛、三亚、法国巴黎等
地。

据位于济南西街工坊创
意产业园的摄影工作室莲鲤
工作人员小李介绍，目前旅拍
婚纱很难定义，呈现出两极分
化的趋势，一种旅拍以大影楼
为主，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有分
店，在济南只是接单，然后到
当地拍；另外一种则是真正意
义的旅拍，比如说某个工作室
发布 8 月份去普吉岛的旅拍
行程，接受 6 对新人预订，然
后把差旅费平摊到这 6 对新
人的身上。

“可以说大型影楼的性价
比很高，三亚的价格在 6000
多元，但是工作室的旅拍价格
就会比较高，要根据具体的差
旅费、服务费来核算。”小李
说。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现
在很多新人把出去旅拍当做
蜜月，全当出去玩一趟，像携
程发布的婚纱写真主题游，大
都是与大型影楼和旅行社合
作，价格优势明显。这也正如
莲鲤摄影工作室的小李所说，
目前市场还是价格主导，90%
的人还是选择性价比高的大
影楼，真正选择高价位小众工
作室旅拍的不超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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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小贴士

旅旅行行婚婚礼礼
要要做做哪哪些些准准备备

放弃了传统婚礼的“繁文
缛节”，定制个性化婚礼需要注
意的事项也不少。

选择旅行结婚的绝大多数
新人，都会把目的地放在国外，
那么，涉及到需要准备的最基
本环节就是机票、住宿、酒店预
订，除此之外，婚纱礼服、婚车
接送、海景录制、景点攻略等婚
礼必备元素也是需要新人格外
上心的。

首先选定旅行婚礼的目的
地和时间。结合自己心仪的婚
礼圣地，选定结婚和蜜月国家。
选择目的地的时候，要考察风
景的优美程度，当地举办婚礼
配套设施是否完善，是否有足
够的房间接待亲朋好友的到
来。

对于婚礼的时间，要考虑
当地季节和气候变化，选择晴
朗、相对凉爽的时间，避开旅游
高峰期。

其次是婚礼策划，最好提
前一年开始筹备方案，选择专
业海外婚礼公司，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策划方案，然后根据目
的地的特点，在婚礼开始五六
个月前，确定婚礼场地和仪式
流程。

第三，要自己及家人朋友
购买安全保险。旅行结婚途中
所遇到的事情很难预估，为了
避免飞机晚点、物品丢失、身体
不适等状况带来的不必要烦
恼，新人可购买保险作为保障。

第四，与亲朋好友确定时
间地点。与在自己的家乡办婚
礼有所不同，旅行婚礼大都路
途遥远，通知和确认时间和地
点显得尤为重要，跑错地点、来
错时间都将是婚礼的巨大遗
憾。

最后，旅途漫长，挑选合适
的衣服。传统的婚礼仪式一般
需要两到三套衣服，旅行结婚
也少不了。因路途波折，尽量选
择轻便、不易出现折痕的衣服。
当然，有个性的年轻人，也不妨
跳出传统婚礼礼服，选择舒适
适合自己的服装。

当然，最后特别提醒，在策
划婚礼时，一定要做好表格，包
括行程表、人员表、物品表等
等，以免遗漏所需物品，给婚礼
带来遗憾。

本报记者 许亚薇 整理

对新婚夫妇来说，与婚礼一样，“蜜月”也是结婚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今天，“蜜月”经历历了一
系列变迁，从八九十年代“发完喜糖就出发”，到后来在国外办婚礼，再到近年来越来越火爆的旅拍婚纱照，旅游以越越来越丰
富的形式融入到结婚的过程中。当然，不只年轻人通过旅游浪漫一把，如今，不少有钱有闲的中老年会选择“二次蜜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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