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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对对新新人人中中仅仅有有一一对对宣宣誓誓
婚姻登记处配置颁证大厅为增强婚姻使命，大多新人抹不开

约4000对新人登记

举行仪式的不足30%

11月11日光棍节，是许多年
轻新人登记领证的“好日子”，登
记大厅对面是拍照室，约10对新
人正在排队拍照，在拍照室旁边，
一层白色纱幔隔着，掀开纱幔便
是滨城区婚姻登记处的颁证大
厅。

红地毯一路延伸到宣誓台，
宣誓台上摆放着红色的装饰花，
在大厅两旁各摆放着十几张座
椅，白色、紫色的纱幔让整个颁
证大厅充满了温馨而浪漫的气
息。然而，当新人登记领证后，工
作人员向新人介绍，可以到颁证
大厅念誓词留念，却很少有新人
进入颁证大厅宣誓。在现场登记
的近10对新人中，仅有一对新人
宣誓。

“感觉挺有意思的，是给自己
的一个纪念，也是对我们婚姻的
一种承诺。”宣誓的新人说。滨城
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说，颁证大
厅属于自愿、免费服务项目，工作
人员向新人提醒，但是很少有新

人进入大厅举行仪式，让颁证大
厅并没有发挥它的作用。

除了滨城区婚姻登记处，记
者采访了解到沾化区、无棣县等
婚姻登记处，也存在颁证大厅利
用率低的问题。“来登记的新人，
我们都会主动向他们介绍，自愿
选择，但是要求举行仪式的很
少，每年来办理新人登记的不到
4000对，举行仪式的连30%都不
到。”无棣婚姻登记处颁证大厅
工作人员介绍，婚姻登记处还专
门配备了2名颁证员，经过培训
合格后上岗。“很多新人脸皮太
薄，觉得不好意思，抹不开面，所
以不举行仪式，也有些新人觉得
麻烦。”

有的新人觉得不庄重

也有新人认为浪漫神圣

“在这里举行仪式，没有父母
朋友在场见证，觉得有些不庄重，
而且举行婚礼的时候也会宣誓，
亲朋好友都在场，我觉得那时候
的仪式才正式、严肃，代表了我们
对婚姻的承诺。”新人张先生说。

同样，未在颁证大厅举行仪

式的王先生觉得这项流程“没意
思”，“就是站在那里念一念誓词，
也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我觉得没
啥意思。”

而新人王女士在沾化区婚姻
登记处领证时发现，当时一对对
新人领证后便离开了，根本没有
举行颁证仪式，也并没有人提醒
或要求举行仪式，而颁证大厅就
位于拍照室旁边，门虚掩着，无人
光顾。

但是跟许多人观念不同，苏
女士在领证时就体验了一把神
圣的仪式。“当时宣誓时，紧张得
都念错了字，就感觉跟小学生第
一次念课文时，感觉特别神圣。”
后来，每当苏女士看到照片、录
像时，回味起来总觉“乐趣”无
穷。

“在某些方面而言，这可能也
是个人观念的差异，有些新人来
登记时会主动要求举行颁证仪
式，而有些新人即便是提醒介绍
也不喜欢，所以，这些时候我们也
不能强求。”无棣县婚姻登记处工
作人员说。

提高颁证大厅使用率

关键在于引导和服务

多地颁证大厅受冷落，而荣
获国家4A级婚姻登记处的邹平
县婚姻登记处颁证大厅的使用率
则近100%。邹平县婚姻登记处李
新源介绍，邹平县民政局将婚姻
登记颁证仪式纳入结婚登记流
程，颁证仪式分为普通式和婚礼
式两种，新人可根据需要自行选
择，同时配备了2名颁证员，为新

人提供服务。“针对不同地方颁证
大厅利用率不同，我觉得主要原
因是，服务质量和形式让新人不
满意。来我们这登记的新人举行
仪式最快1分钟，最慢也差不多5
分钟，不会让新人感觉麻烦。”李
新源告诉记者。

根据《婚姻登记机关等级评
定标准》，颁证大厅是国家3A级、
4A级、5A级婚姻登记机关的标
准配置，“有独立的颁证大厅，使
用面积不低于60㎡，亲友观礼席
位不少于6座”；“颁证大厅设立
颁证台，配置国徽、红双喜、龙凤
呈祥等能体现结婚登记庄重、温
馨、神圣的装饰”“颁证大厅内没
有开展婚姻服务产品销售等经
营性项目”。并要求配置婚姻颁
证员，需经省级以上民政部门培
训考核，取得婚姻颁证员资格证
书。

配置颁证大厅主要意义在
于让新人宣誓明白婚姻的意义，
提高法律意识和对新婚姻法的
认识，完善婚姻登记流程，提升
婚姻当事人的家庭责任感，引导
公众树立文明和谐的婚俗观念。

然而，颁证大厅的低使用率
却让其处境尴尬。对此，市民政局
社会事务科王晓红告诉记者，配
置颁证大厅是为了完善婚姻登记
流程，严肃婚姻登记意义，有其存
在的必要性。“为了提升颁证服
务，提高颁证员服务水平，市民政
局曾多次举行颁证员技能比赛，
通过颁证仪式，积极推动婚俗改
革，增强当事人的婚姻家庭责任
意识。”同时，她认为，地区间经
济、文化差异，也会造成市民对颁
证大厅的认识不同，提高颁证大
厅的使用率关键在于完善工作引
导和提升服务。

许多新人在登记时，拍了照领完证便离开了，往往忽视
了颁证环节，使颁证大厅备受冷落“无用武之地”。2009年12
月30日，滨城区婚姻登记处颁证大厅启用，成为滨州市首个
婚姻登记颁证大厅，但6年来，每年走进颁证大厅的新人却只
有几十对。近日，记者调查采访了滨城区、沾化区、无棣县、邹
平县等婚姻登记处颁证大厅使用情况，发现各县区利用率高
低不一，大部分颁证大厅处于尴尬的灰色地带。

本报记者 王茜茜

奔跑吧！11月28日让我们相约蒲湖赛道

“黑骏马”健康杯全民冬季越野赛报名开始啦

沪滨爱尔眼科医院“玻璃体消融术治疗飞蚊症”活动正式启动

7733名名飞飞蚊蚊症症患患者者免免费费““驱驱蚊蚊””

驱蚊行动

近百名患者的福音

立冬节气刚过，寒冷的冬
天已经到来，蚊子、螨虫等微
生物也不再活跃。然而，不少
中老年人却还在疑惑，眼前总
有挥之不散的蚊虫，他们看到
的究竟是不是真蚊子？滨州沪
滨爱尔眼科医院的专家告诉
记者，出现这种现象其实是患
上了飞蚊症！

专家指出，以前得了飞蚊
症的患者只能默默忍受痛苦，
无法治愈。但现在，沪滨爱尔
眼 科 医 院 开 展 了 新 项 目

“YAG激光玻璃体消融术”，
专门来治疗飞蚊症。

近日，滨州沪滨爱尔眼科
医院即日起开展“驱蚊行动?
跟飞蚊症说拜拜”活动，特邀
请100名飞蚊症患者，为其进
行免费检查、治疗。

免费治疗

已治愈患者分享感受

11月16日上午，在沪滨爱
尔眼科医院会议室内，“玻璃
体消融术治疗飞蚊症”项目正
式启动。与此同时，“驱蚊行
动·跟飞蚊症说拜拜”活动也

拉开了帷幕。本次仪式特别邀
请了近百名飞蚊症患者数名
已经通过飞蚊症激光手术治
愈病患的市民参会。

在启动仪式上，沪滨爱尔
眼科医院綦跃勤院长向与会
者介绍了医院的眼底功能科
和其诊疗团队。眼底功能科配
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欧
堡全景视网膜成像系统、德国
海德堡造影OCT、蔡司HD-
OCT、罗兰电生理等诊疗设
备，以及科以人多波长激光、
ELLEX YAG激光治疗设备。
眼底功能科的李洪建主任、孙
旭财医师和张晓强医师，擅长
眼底内科治疗和眼底激光的
治疗技术，对玻璃体及视网膜
疾病的内科治疗具有国内先
进水平。

在启动仪式上，多名已通
过沪滨爱尔眼科医院开展的
玻璃体消融术治愈飞蚊症的
患者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多
年的飞蚊症，已经严重影响了
我的生活和工作。在过去的几
年里，眼中挥之不去的“蚊子”

一直困扰着我，去过很多医
院，问了很多专家，都对它无
可奈何。”一名已治愈的患者
讲到，“前段日子，一个偶然的
机会发现沪滨爱尔眼科医院
引进了新技术，可以治疗飞蚊
症，我毫不犹豫的进行了激光
手术。术后，困扰我多年的“蚊
子”终于不见了，没有了病情
的困扰，我又开始了新的生
活！”

启动仪式当日，沪滨爱尔
眼科医院免费为73名飞蚊症
患者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并与
他们签署了免费治疗“意向
书”。16日当天，已给有十余位
患者完成了激光治疗，其余患
者将分别于半月内完成治疗。

16日上午，由本报和沪
滨爱尔眼科医院联合开展
的“玻璃体消融术治疗飞蚊
症”项目暨“驱蚊行动·跟飞
蚊症说拜拜”活动正式启
动。本次活动邀请了近百名
飞蚊症患者参加，启动仪式
后，为73名患者进行了免费
术前检查，并与患者签署了
免费治疗“意向书”，部分患
者已经完成激光治疗。

患者排队进行视力检查。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代敏)

“黑骏马”健康杯全民冬季越野
赛招募令发出后，不少市民纷纷致
电咨询。据了解，冬季越野赛不但
能锻炼人体韧带，还能提高肺活
量，是冬季比较好的运动项目。本
次全民越野赛设置奖项颇多，除了
现金大奖外，还有参与奖等您拿！

本次越野赛纯公益活动，不收
取任何费用。11月21日—27日，黑骏
马健身俱乐部将免费为参赛人员
开放，为参赛市民提供一个好的热
身环境，并安排教练进行专业指
导。

1、活动时间：2015年11月28日。
2、参与人群：全市人民(心脏病、高
血压等忌剧烈运动者以及长期不
运动者严禁参加)。3、活动地点：蒲
湖水库。4、赛程距离：5公里。5、报名
地点：黑骏马国际健身俱乐部；温
泉店：黄河五路渤海六路东50米路
南 3290077；滨百店：滨州市百货
大楼六楼 8181880；沾化店：富国
路888号 8181881

冬季越野赛全攻略

一、准备期
1、从现在开始充分休息，养精

蓄锐。2、从现在起要储存能量，多吃
一些高蛋白、高糖的食物，如牛肉、
鲜奶、食用葡萄糖水、巧克力等。

二、跑前(准备活动)
1 .先慢跑微出汗就可以。2 .做压

腿、压腰、转体、抻肩等活动，将相
关的关节、韧带、肌肉都活动开。3 .

做几个30米的加速跑。(以上内容在
比赛前20分钟做完。)4 .上跑道后做
几次原地的纵跳，提高一下兴奋。5 .

这段时间要注意保持体温，不要使
身体凉下来。

三、跑中
1、开始阶段不要急于领先，要

按自己的节奏、速度跑，不要考虑
自己所处的位置，比你快的也许一
会儿就退出了比赛。2、途中跑阶段
会出现“极点”现象，“极点”现象是
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征兆是无
力、气短、难受，会产生放弃比赛的
念头，这个时候可以适当放慢速
度、调整呼吸、咬牙坚持过去，后面
就轻松了。3 .“极点”现象过去后，适
当放开速度机会合适就超越前面
的对手，不要急，要一步一步的追、
一个一个的超，你累他也累，你只
要超越他半步，他就会泄气。4、最后
阶段用你的毅力和信心坚持到终
点。

四、跑后
1、比赛结束后不要立即坐在地

上休息，要慢跑(走)放松，让肌肉、
神经、心脏得以慢慢恢复。2、比赛结
束后禁止马上大量饮水(会增加心
脏负担)，可以用一点点润润喉，20

分钟后在补充水分。3、赛后要及时
脱掉湿衣服，、换上干燥的，要注意
保暖，以免着凉。

五、赛前饮食
1、长跑比赛一般在上午9点左

右开始，你一定要在8点之前吃完易
于消化的早点，面包、鲜奶等。也可
以根据比赛时间自定，但必须在赛
前1小时吃完。2、赛前30分钟喝一些
高浓度的葡萄糖水，葡萄糖是单糖
可迅速消化吸收直接作用于肌肉
形成肌糖原，肌糖原是能量的源
泉。不要喝其他饮料，口渴可喝白
水，赛前30分钟之内不要吃任何食
物。切记！！3、比赛当天绝对不能吃
巧克力等甜食，吃了比赛时嗓子会
发粘。4、胃排空时间：固体食物1小
时，液体30分钟。

六、呼吸
用嘴和鼻子同时呼吸，舌头顶

上颚，让空气从舌头两侧通过，可
以湿润空气，也避免凉空气直吹嗓
子。

新人们在惠民县婚姻登记处颁证大厅里合影留念。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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