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年代，结婚就是早知道名字
而未谋面的两个人第一次见

面，然后吹唢呐、坐回轿、撒把糖，
亲戚街坊四邻凑到一起热闹一下就算
结婚。

60年代，结婚开始有点讲究，得
凑够“72条腿”或“36 条腿”，

婚前要找个木匠给婚房订做个大木床、
大衣柜和桌子、椅子等木制家具。

70年代，结婚讲究“三大件”，
包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加上“一响”即收音机，称之为“三转
一响”。如果是上海牌石英表和一辆
永久牌自行车，那用现在的话来形容
就是“土豪”。

80年代，要求更高了，必须有电
冰箱、电视机、洗衣机这“三

大件”，才算成了家。哪家如果少了一样，
街坊邻居会觉得男方没钱。

90年代，除了有房，男方还得准
备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

等一些首饰，房子搞个简单装修，外
加彩电、冰箱和洗衣机这“三大件”，
最好还配有摩托车，就算是豪华迎娶
女方。

而现在“新结婚时代”的年代，“房
子、车子、票子”已成了结婚首要考
虑的“三大件”。可以说，房子代表有
个遮风挡雨的去处，车子作为代步
工具，而票子代表所有能用金钱买
到的东西，涵盖了前些年代所有

“三大件”。

2014 年 2 月，一名杭州男
青年用工作 5 年积攒下的 20 万
元现金，折成 999 朵“金钱玫
瑰花”，向自己的女友求婚，同
时附送上自己的工资卡和社保
卡等，最终求婚成功。

2011年7月21日，广州一
名“90后”女大学生在电影院
里，趁着某电影首映礼公开向
男友求婚。在求婚视频中，这
名女大学生说：“我要的不是
房子，不是车子，也不是戒指，
我要的只是和你一起变老，因
为我相信当我们都老了的那一
天，你还会一直牵着我的手；
当我看着你笑的时候，你也会
看着我笑；你还会带我去看电
影，并且每次都预订 7 排7号
的位置。”最终两人紧紧相拥。

2012年 6月，一名在上海
打拼了7年的小伙子，几乎花
光积蓄，用30 万元购买并改装
了一辆房车，随后向女友求婚，
最终却遭遇女友拒绝，女友在
回复他的 邮件中写道：房车
不是房
子，不
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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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聂晶川
我经常去内地出差访问，经常

听到令人可笑的问话：“你是新疆
人？”“是的。”“你普通话说得很
好呦，你怎么长得不像新疆人？”“你
认为新疆人长的什么样子？”“鼻梁
高高的、眼窝深深的、说话那样那
样的。”我解释：“新疆是多民族聚
居地，是中国民族最多的省区，我
是汉族。汉族占新疆总人口的39%，
维吾尔族占42%，其他各民族约占
20%。有一个哈萨克自治州，两个
蒙古族自治州，一个回族自治州，
一个柯尔克孜自治州……”“新疆
到处都是沙漠、戈壁，你们上班是
不是骑马、骑骆驼？新疆有水吗？
有大米吗？有楼吗？……”

我相信，很多新疆的朋友们
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怪谁
呢？怪内地人没文化？还是怪我们
宣传不够？

我来新疆已生活近 60 年，我
深深地爱着这方土地和热情淳朴
的各族人民。谁说新疆不好，我
跟谁急！于是，无论我走到哪里，
包括在宝岛台湾，但凡给我机会，
我必宣传新疆之美与神圣新疆。且
听我“沙尘暴”般的声音。

“新疆人上班骑马、骑驴、骑
骆驼？”谁在那里胡咧咧？且不说
首府乌鲁木齐340 万人口拥有汽车
70 万辆，就连二线城市库尔勒、
伊宁、喀什市也出现了“堵车”现
象。农场乡村的农民开着“桑塔纳”

“捷达”、“奇瑞”等小车去条田、
去果园很常见，草原上年轻牧民放
羊骑着摩托车，打着手机，开着
音响唱着情歌热恋着。秋收了，冬
宰了，脱贫致富的农民买了“红旗”
轿车开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国
旗、奏国歌。

此外，新疆让内地人吃惊、
眼馋、嫉妒的事还多着呢！

新疆是世界“长寿区”之一。
“百岁新郎”常见，“最长寿的女
性”（127岁）在喀什疏附县。“平
均年龄最大的歌舞组合——刀郎
组合”（平均年龄73.5 岁）在阿瓦
提县，歌舞声中能跳两小时半！尉
犁县103 岁的罗布老人能弹“都他
尔”，还能骑自行车满街转。

新疆有一位郭兰香大姐的故
事很感人。解放后她在孤儿院长
大，政府又送她去护校培养，毕
业后分到和田地区于田县监狱当

护士。几十年来，在与当地
维吾尔族农牧民互助中学会

了一口流利的维语。她曾在缺医少
药的年代冒险动手术救过一位农
民的命。她退休后来到乌鲁木齐
做玉石生意。许多维吾尔族老乡抱
着以前收藏的和田玉不远千里来到
首府，都愿意把玉给她卖。那位
被她救过命的维族大叔带着一块
很大的上等和田玉，无论别人出多
高价也不卖。打听了几个月才找到
郭兰香，就是为了以低价给她。这
是多么深厚的民族情、报恩心！郭
大姐致富不忘慈善事业，她资助了
多名贫困大学生；每年春节都拿出
现金上街给在冰天雪地里清扫马
路的各族环卫工人发慰问金，十
几年来已发出几十万元。她还曾对
我说过，要让儿女自主创业自立门
户，她要把毕生的财富设立“基金”
帮助更多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

一次聚会，大家聊起自己的
原籍自己的根。这个说：“我是满族，
老家东北，我生在新疆。”那个说：

“我家来新疆已经五代，老家天津
杨柳青。”还有的说：“我祖籍湖南，
先人跟着左宗棠进疆平叛，我太
爷太奶都是新疆出生。”只见一位
大学副教授说：“我家两千多年前
的汉朝就来了，在南北疆戍边屯垦，
多少代了也说不清。”

谁是新疆人？自古以来生活、
工作在这里，为维护祖国统一、
反分裂保边疆的各族中华儿女都
是新疆人。为坚持民族团结、建
设美好家园流血流汗献了终生献
子孙的中国人都是新疆人。高大
健壮、英俊豪爽，心灵手巧、能
歌善舞、美丽又大方、勤劳又智慧
的当数新疆人。

你去过纽约、伦敦、巴黎、
悉尼？我相信。

你住在北京、上海、广州、
天津、重庆？不稀奇。

你没来过新疆？真遗憾。
海内外的姑娘们、美眉们：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
嫁给新疆人。带着百万嫁妆，领
着你的妹妹、表妹、堂妹、闺蜜，
坐着飞机来。

大老板爷们儿，发了财的兄
弟哥们：你要是投资不要去别处
呀，一定到新疆来。带着亿万钱财，
带着你的设备、专利、总工、秘书，
包一架专机来。

一定要到新疆来！新疆张开宽
广的、温暖的胸怀欢迎你！新疆是
个好地方！

我是新疆人，我骄傲！

4月9日，一名北京男青年通过
报纸公开登出求爱信，在求爱信中
附上了自己的智商测试报告、HIV 唾
液测试报告和精子测试报告，以此
来显示自己求婚的诚意。当晚6点半
许,男青年准时来到约定的地点，通
过一块大屏幕播放视频，讲述两人
的恋爱历程，最终求婚成功。

男青年的举动引起网友热议，
这三份和健康息息相关的报告更是
被网友戏称为“求婚新三件”。微博
网友“传媒老王”表示，“北京土著
屌丝”亮剑出招，为这个物质化的
社会带来了一些震动，一些思考。精
子质量检测、HIV 唾液检测，暴露的
不仅是个人隐私，也体现了社会演变
和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从另外
一个侧面体现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
价值观的嬗变。

网友“凡是不是”也认为，北
京小伙没有说自己职位收入学历房
车，而是在公众面前曝光自己隐私，
高调晒出精子活力、艾滋检测、智
商测试等非物质求婚条件，有创意，
独树一帜。

网友热议此事，或与近些年人
们常常提及的求婚硬件“房子车子
和票子”有关，北京青年这样的举动，
也被媒体形容为“对抗浮躁婚恋观”。

而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
神心理科主任医师关念红看来，十
分有创意：“三份报告，一份显示自
己身体健康，一份显示自己心理健
康，至少证明这个小伙子是个‘潜力
股’。”关念红认为，如今的物质丰
富年代，在人的需求层次中，作为最
低层次的物质需求已经得到很好的
满足，北京男青年的举动无疑更关
注婚姻本身，对于“房子车子和票子”
的求婚观念，关念红认为，“丈母娘
们的想法可以理解，但过分注重房
子，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关念红认为，在求婚硬件上，
量力而行才是较为理性的选择：“年
轻人刚毕业，物质条件可能一开始不
好，买不起房没关系，一起努力就是
了。”

结婚“三大件”又出新——

“新三件”
要取代“房子车子票子”？

我是新疆人，我骄傲

■结婚“三大件”变迁史 ■相关链接

求婚故事种种过去的“结婚三件套”你还记得
吗？结婚 , 到底需要怎样的硬件?

20 世纪 60 年代：大木床、大衣
柜和桌椅

20 世纪 70 年代：自行车、手表、
缝纫机

20 世纪 80 年代：电冰箱、电
视机、洗衣机

20 世纪 90 年代：房子、三金（金
戒指、金耳环、金项链）和三大件（彩
电、冰箱和洗衣机）

21 世纪 00 年代至今：房子、车
子和票子

■博文推荐■

CMGS趣味科普专栏

宝石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日
常生活的举手投足间！

随着苹果公司在越来越多的
产品上配备了蓝宝石玻璃，这一原
本在人们心中属于装饰品的矿物宝
石逐渐在科技领域内占有了一席之
地，而苹果 iPhone6 将采用蓝宝石
玻璃材质的显示屏似乎也都已被大
家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蓝宝石原料供应商及熔炼系统
制造商美国 GT 高科技公司近日宣
布，已与苹果公司签订蓝宝石材料
的供货协议，为后者提供“低成本、
大批量的蓝宝石材料制造服务”。

蓝宝石屏幕的量产似乎正在紧
锣密鼓的进行中，对于一般的用户
来说，“蓝宝石”这一名词所对应
的解释无疑是“美丽的、蓝色的宝

蓝宝石为何用于制造 iPhone 手机屏？
石”，但并不知道其特性及为何会
被用于制作屏幕……现在中国（长
沙）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科普课堂，
开讲啦！

为何要用蓝宝石玻璃取代传
统玻璃 ?

相比普通玻璃，蓝宝石玻璃明
显要硬得多，在耐划方面更是要
远远胜出。对于显示屏和照相机镜
头而言，这两个特性非常重要。

业界一般用莫氏 (Mohs) 这个
单位来衡量物质的硬度。滑石的硬
度是 1 莫氏，钻石是 10 莫氏。玻
璃一般是 5.5 至 7 莫氏，而蓝宝石
玻璃的硬度达到了 9 莫氏，仅仅比
钻石差一点。也就是说，绝大部分
的物体硬度都比蓝宝石玻璃低，也
就很难划伤蓝宝石玻璃为材质的
手机显示屏了。

蓝宝石在抗划伤以外还有许多

特性有待开发利用。它优秀的导热
性，更加有利于手机散热；它较高
的介电常数，使得触摸屏可降低电
极电压，从而使得手机更加省电；
它的高强度与高硬度，也将减薄手
机屏幕的厚度……蓝宝石种种优秀
的矿物物理性质都在为苹果为何会
选择它、并不断地应用它做出解释。
而苹果手机用户越来越优质的用
户体验，也得益于苹果公司一直以
来对蓝宝石和矿物晶体学的深入研
究。

为何苹果公司把工厂选址在
亚利桑那州？ 

因为这里是美国最为重要的
矿产地之一，全世界 2400 种矿物
标 本，在 亚利桑 那州就产出 640
多种；而普遍被大家认可的宝石有
100 多种，在该州就发现 12 种。

亚利桑那州南部的比斯比，距

全球最大矿物宝石展——图森展
的举办地仅 90 英里。比斯穆勒山
区底下埋藏着丰富的金、银、铜矿
资源，是图森展的资源支撑地之一。
而也正是因为这里的矿产资源优
势，推动了周边地区矿物研究技术
和新兴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当
地经济的繁荣。

读完此文，相信你会对蓝宝石
有更全新的认识，也会惊讶于矿物
宝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矿
物是工业文明的基石，是现代化和
尖端科技的力量源泉。如果你也
是矿物宝石爱好者，想了解更多关
于矿物、宝石、化石、陨石……的
科普知识，就一定不能错过 5 月 15
日—20 日将在湖南长沙举办的第
二届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
览会。

矿博会对地学科普与国际交

流有重要意义，代表未来展会的
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届
时，全球最优质宝石出产地缅甸抹
谷产的重达 1700 克拉的红宝石“抹
谷之王”；全球保存最完好的俄罗
斯猛犸象化石；迄今为止发现的最
好的碧玺晶体——亚洲玫瑰；世界
最好的菱锰矿晶体出产地——甜
蜜之家菱锰矿等精美展品将震撼
登场。

5 月，相约“星城”共璀璨！
我们，等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