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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新娘都想看自己在

婚礼那天穿上华丽婚纱的样

子! 看看自己如何成为众人

的焦点" 但是那些漂亮华丽

的婚纱价格不菲! 婚礼预算

吃紧的新娘们恐怕不能够满

足自己的愿望" 现在!这里有

五大技巧! 能帮助你选择自

己想要的婚纱! 而不打破婚

礼预算"

!"

穿简单款式的婚纱

如果你的预算吃紧 !你

应该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回归

现实" 更多的装饰#更好的面

料意味着更高的价格" 所以

建议新娘们考虑那些简单设

计款式的婚纱! 以避免高价

格高质量的婚纱"

#"

考虑新婚纱设计师

考虑到一些有潜质的婚

纱设计师! 可以大大减少婚

纱的成本" 大品牌的婚纱自

然也更贵! 一些新的婚纱设

计师并没有自己的品牌 !他

们设计的婚纱往往以较低的

价格出售! 而且质量和做工

也一样不差"

$"

考虑本地购买

如今电子商务发达 !网

购成了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部

分!婚纱也开始网购了" 但如

果你选择网购婚纱! 除了支付婚纱本

身的费用!还要支付运输费用!如果从

国外购买!还要另加上税费" 所以买婚

纱最好是支持一下本地的设计师和婚

纱店吧"

%"

穿短款婚纱

有人说婚礼是一个严肃的场合!

只有长款婚纱才端庄典雅!现在!这样

的想法就太传统了" 如果新娘不介意!

完全可以试试短款的婚纱" 短款婚纱

所费材料更少!成本更低!价格则自然

更加实惠" 特别是个子娇小的新娘!短

款婚纱会让你显得更加精致"

&"

提前做好准备

临时准备总是会感到时间不够!

就像我们常说的$美丽需要时间%" 想

要美丽漂亮!就要提前做好准备!提前

预定好婚纱! 不要等到婚礼前夕才发

现自己的婚礼预算已然不够! 需要降

低婚纱的支出! 那新娘就很苦闷了"

!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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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蝴蝶结缎面露指手套
'

心形婚戒

蝴蝶结给人带来甜美的感觉 ! 露指手套

能让手指从视觉上看起来比较修长 " 因此心

形或者花型戒指都能与蝴蝶结手套搭配和

谐"

缎面手套同样搭配厚缎面或绸质的婚

纱!简洁的
(

字形婚纱就是不错的选择"

方案二#蕾丝短手套
'

简洁圆钻戒指

蕾丝手套及皱褶花边在贵族气息中带者

一丝活泼感 ! 蕾丝能够很好地修饰皮肤的质

感!使戴着手套的手看起来细腻光滑" 可以搭

配蓬蓬裙摆的纱质婚纱"

在挑选戒指的时候!则可以选择款式极为

简单的圆形戒指 ! 甚至是最为常见的单钻戒

指!都能搭配出优雅的感觉"

方案三#绣花钉珠手套
'

方形戒指

这种长款手套只适合于手指纤长的新娘!

钉珠和绣花给人华丽的感觉"

手套款式繁复!戒指不宜选择同样繁复的

款式!否则会看起来太过嗦" 可以考虑挑选

一款带点棱角或者中性的钻戒 ! 应该能达到

不错的效果"

方案四#不戴手套
'

碎钻密镶戒指

不戴手套可以说是最百搭的方案 ! 简简

单单的碎钻便能将手指的优美柔软体现出

来"

结婚钻戒既可以选择简单的款式! 也可

以选择繁复的款式 !没有过多的限制 !只要搭

配好自己的手型 ! 就能完美展现出个人的气

质和魅力" !丽丽"

!!!!!!

婚纱的面料主要分为外层及内

层! 在挑选的时候还要考虑到结婚

当日的季节等因素! 区分轻薄和厚

实的不同面料" !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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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喜欢在
7

月份喜结良缘! 因而在美

国有$六月新郎%的说法!此话的含义是每年
7

月份在美国各地都可以遇见结婚的新人" 之所

以美国人喜欢在六月结婚!是因为英语里的$六

月
<=>?)@

%和罗马神话中主管爱情和婚姻的$女

神朱诺
<=>?AB

%的发音相似" 美国人便认为!在

7

月举行婚礼!$婚姻女神%就会给新婚夫妇带来

欢乐和幸福"

接到手捧花的
CD815 E-F.

古代西方人认为! 气味浓烈的香料及香草

&甚至包括大蒜和细香葱'可以卫护婚礼上的人

们免遭厄运和疾病的侵害! 这便是新娘手握捧

花的原因" 还有一个浪漫的传说(一个年轻的男

子持宝剑去救心爱的女孩! 为表爱意他沿途采

摘漂亮的野花!将这些花扎成花束送给女孩" 女

孩接受了男孩的花束! 并且将其中最美的一枝

花摘下来戴在男孩胸前)))这便是捧花和胸花

的由来" 新娘会在仪式结束后将手捧花从背后

扔给现场单身女士! 接到捧花的女士会找到自

己幸福伴侣的说法!也是这一习俗的沿袭"

演习派对

结婚前男女双方会把最亲密的朋友叫来!开

一个小型演习派对!以表示对朋友的重视" 在派

对上!新人会向朋友们透露婚礼的细节!回顾两

人恋爱往事并大秀恩爱" 朋友们会用刀叉敲响玻

璃酒杯表示祝福!并逐个送上祝词"

单身派对

演习派对后!是新郎#新娘分头狂欢的时刻"

和伴郎# 伴娘一起大开单身派对是美国人特有的

玩法! 现在的单身派对已经不限于结婚前夜的狂

欢了! 跑到拉斯维加斯或迈阿密玩上几天的也大

有人在" 这次小别会一直持续到婚礼仪式举行之

前"

第一支舞

婚礼上新郎#新娘会领跳一支狐步舞或者华

尔兹!当第一支舞蹈过半时!来宾会纷纷滑入舞

池!所有人都沉浸其中!不亦乐乎"现代的美国婚

礼!第一支舞成了新人之间的$大比拼%!大家都

追求自己婚礼上的
G-FH4I,J8K

是最拉风的" 在婚

礼之前精心准备第一支舞也成了美式婚礼现在

的流程之一!为的就是给来宾一个惊喜"

!王雨"

!流行"的美国传统婚礼仪式

四步走 轻松挑选婚纱
根据场合选婚纱

!!!!!!

婚礼中的婚纱无非分为出门

纱#主纱这两大类!出门纱多为蓬

蓬款!因此选择的面料多为纱类*

而主纱一般是用于迎宾# 仪式及

外景环节!根据举行婚宴的地点#

形式则有所不同! 但主要材质也

无外乎缎面#网纱等"

了解自己所适合的婚纱款式

!!!!!!

了解自己究竟适合什么款型的

婚纱是事先需要做的功课" 不同的

体型及气质! 婚纱的款型选择当然

有异"多参考杂志!并听取专业人士

的意见是最快找到适合款型的关

键"

根据款型选面料

!!!!!!

定了款型之后! 就进入到正

式挑选婚纱的过程了" 不同的款

型有相应的面料配对!比如
(

字

款# 蓬蓬款和鱼尾款婚纱所用的

面料多以缎#纱#网为主*修身款

则以真丝#蕾丝为主"

内外有区分$季节大不同

新娘手套和钻戒的搭配方法
!!!!!!

新娘在婚礼的当天如何让自己的手在没有带上婚戒之前也备受瞩目呢% 这只能选择一款亮眼的手套来完

善$让你在婚礼仪式中成为最受瞩目的新娘&

便
宜
婚
纱
也
能
让
你
的
嫁
衣
变
完
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