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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初秋，十月十八。
良辰吉日，交拜成双。

9对新人在山东院的共同见证下成家、合家、筑家。

“和你，合家”
“和”，不仅是“与”的意思，也寓意着山东院以和为贵的文

化精神。“合家”，既是组成幸福美满的小家庭，也寓意以小家
之和美，筑大家之和谐。



在众多婚礼中,山

东电力工程咨询院一

场9对新人的中式集

体婚礼格外引人注目,

喜庆不失浪漫又再现

传统婚俗的集体婚礼,

对于新人们来说特别

有纪念意义。

随着节俭风气的

盛行，济南人办婚宴

也多以简单为主，奢

华婚宴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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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时逢我院成立57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一场意义尤为重要的集体婚

礼应运而生——“和你·合家”第二届集体婚礼，9对新人在现场亲友、领导同事的见证下喜结连

理。这一天的山东院，穿上了五色飞絮缝制成的杏仁糖衣，所有棱角变得柔和甜美。枝桠上挂满红

灯笼，竹亭中垂下油纸伞，秋风秋叶，红门红衫，一副中国古典山水卷轴徐徐展开，一场传统绝美

的中式婚礼幕布缓缓拉开。

一年前，2014年11月8日，山东

院首届集体婚礼圆满礼成，9对新人

携手登上爱情的轮渡，驶向幸福的远

方。一年后，2015年10月18日，山东

院集体婚礼“第二季”精彩上演。将

人生中最具纪念意义的婚礼庆典以集

体婚礼形式进行，不仅展示青年人致

力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

也倡导了移风易俗、婚事新办的社会

文明新风。济南时报、大众日报、济

南生活日报、山东商报、中国山东

网、新华网、新民网、鲁中网多家媒

体对此争相报道。

和你·合家

吉时到，红门开。一对对新人

握着丝绸，牵着绣球，迈过火盆，

跨过马鞍。秤秆挑起的盖头，就如揭

开此生最珍贵的至宝。美丽的妆容如

青釉瓷钵般晶莹剔透，头冠彩带，身

披霞被，仿佛恍如梦寐，穿越古今。

那时的她或许龙旌凤翣，雉羽宫扇；

或许倚楼而歌，舞袖薄冷；或许乌发

蝉鬓，云髻雾鬟，但身边的人始终是

你。轮回千转，爱人不变。如今，在

山东院喜结连理，成家立业，执子之

手，共度此生。

爱·成家

和你，合家。天地万物，合而为

一。此次集体婚礼，合字贯穿始终，

处处展现着国家核电与山东院的文化

精髓。古朴典雅的中式婚礼，将很多

中华民族习俗置入其中，贴合国人传

统理念，契合文化情愫节拍，融合时

代新兴元素，唱响了一首古色古香韵

味饱满的合家之歌。九对新人，各自

成家，却又一同在山东院的红毯上，

合成一个大家庭，带给我们纯粹的温

暖与无限的温情。跪拜天地，感谢世

间万物，感恩风和雨露，此为天人之

合。跪拜高堂，为父母敬茶，感谢长

辈亲人哺育之恩，此为长幼之合。夫

妻对拜，手捧首饰盒，紧扣同心锁，

许下承诺倾诉衷肠，此为夫妻之合。

接过企业馈赠的书法及花瓶，此为企

业与员工之合。

爱·合家

“世上最美的地方，是有你的

方向。”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在现

场二百多人共同的祝福下，一对对有

情人走到一起，永世结为夫妻，今后

的婚姻之路，共同筑家。正如我院纪

委书记兼工会主席钱壮为在祝酒词中

所说，希望新人们在今后的工作中，

要以新婚之喜为契机，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上，刻苦钻研，努力工作，相互

支持，用出色的业绩为各自的事业做

出更大的贡献。以小家之和美，筑大

家之和谐，乃筑家的使命。

爱·筑家

今天，九对新人在这山东院人世

代奋斗的土地上喜结连理，步入婚姻

的殿堂。当建院之庆邂逅婚礼之喜，

一切的一切，更像是温馨的回家之

旅。山东院，我们彼此温暖，彼此依

赖，共同为之添砖加瓦的地方，道路

越是泥泞难行，就越是能留下足迹，

我们的奋斗，终将凝固成传说。

爱·回家

小传

——山东院举办第二届员工集体婚礼

截至18日18:30，

当天济南市有3798对

新人举行婚礼和婚礼

答谢仪式，其中，山

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

限公司为9对新人举

办了集体婚礼。
济南3798对新

人扎堆办婚宴，山

东电力工程咨询院

有限公司为9对新人

举办集体婚礼。

山东院把握时代

发展背景，将企业管

理与人文关怀之间高

境界统一，如此规模

浩大的中式婚礼阐释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精致典雅的

中式流程也值得新人

铭记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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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言

下班回到家中，看到摆成心形图案的千纸

鹤，每只千纸鹤里面都有一句话，每拆一只心

中都会甜蜜一分。像是电视剧中的剧情，让我

很惊讶，也很感动。

不是每份爱都是惊天动地的，朴实无华的

日常生活相伴偶然的惊喜，更能让我们感受爱

的自然与伟大。世界之大，相遇如此美好；时

间无言，却能揭露爱的真谛。愿我们的

爱情之花永远绽放美丽的光芒。

——李鹏飞＆马羽

新郎李鹏飞为山东院勘

测工程部员工

每一段感情的背后，关心、支持、付出与深爱不可或缺，从相逢、相知到相爱、相守，是缘

分的成就，也是真心的独白。山东院举办的集体婚礼，让大家共同分享喜悦、见证庄严的时刻，

但在美好时刻的背后，他们追求幸福之路的坚韧、执着、惊喜、甜蜜、勇敢……或许是我们无法

了解的。让我们从他们互送对方的话语中，感受姻缘的美妙和不可思议，同时，再次回味山东院

“家”的浓烈的爱。

喜欢那样纯真、那样温

柔、那样得体的你。那一

年一起学习跑步的欢笑，

那一年我们一起唱过的歌，

那 一 年 只 有 你 我 的 五 月 天 。

2010年如烟的泉城公园，那首后

青春期的诗，那句春天的呐喊，从此，彼此的

生命中有了一种绝对：就是我们在一起！

当我发现，为了我你可以不顾一切、放弃

一切时，我相信了爱情，也真的很知足。在今

天，我要真心地告诉你：有你的将来，让我照

顾你，爱你呵护你是我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有

你的不离不弃，便有我的甘苦相依！

——吕建华＆曲妍洁

新郎吕建华为山东院工程建设部员工

护城河见证了我们的相遇，

日月星辰，日出日落，

我们一起分享甜蜜苦涩，

300多日日夜夜的牵挂，

更加坚定了在一起的信念。

今天，我回来啦，只为这一刻。

10月18日，

生死契阔，

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彭程＆葛丽丽

新郎彭程为山东院工程建设部员工

2012年的夏天，是我们

生命中的第一次相遇。那

年，你我分别代表大连理

工大学和山东大学，在宝岛

台湾参加了两岸青年领袖交流

活动。从那时起，开始相识、相

知、相恋。

2014年的夏天，注定是生命中的又一次惊

喜。研究生毕业后，顺利来到你生活的城市，

来到山东院工作，正式开启了我们的爱情。

——张世翔＆王晨

新郎张世翔为山东院核电项目管理部员工

从前，在一座遥远的小城，有一个可爱

的小男孩，在另一座遥远的小城，有一

个漂亮的小女孩。小男孩从小爱玩爱

闹，呼朋唤友打游戏，小女孩从小乖

巧听话，年年考试拿第一。后来，小

男孩和小女孩考进同一所大学。后

来，小男孩离开家乡，来到这座城，

小女孩带着行囊，也来到这座城。 

在这座城里，小男孩厚着脸皮唱了

一首歌，小女孩答应了小男孩。他们一起

去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风景。后来，男

孩被派去远方，女孩留守空城。男孩说等

我回来，女孩点点头。后来，城，还是那座城，

人，也还是那个人。

——闫东&张慧敏

新郎闫东为山东院机务环保部员工

遇见你是一场意外，让我从此结束了

等待。2009.05.27那节高数课，也许是

上帝的精心安排。在我们大学四年

相互支持与鼓励并肩奔跑的日子

里，我们体会了校园纯真爱情的流

光溢彩。

2012.07.06本科毕业后我们一

起去看海，牵着手畅想我们的未来，

在岸边的那块三生石上刻下了我们三

年后再次毕业的约定。2015.03.17我们满

怀期待拿起小红本，共同写下永世相爱

的对白。

——樊相臣＆刘香欣

新娘刘香欣为山东院工程建设部员工

2010年10月7日下午，我在天津数码广

场做兼职卖电脑时的最后一个客户，

让我相信了一句话：有缘千里来相

会。这位客户就是我现在的老婆闫

文娟。

从相识到现在5年了。研究生

三年，我们一起在天津压马路，一

碗面两人吃，一起穷开心。

从济南到陕西宝鸡有一千多公里，

2013年7月，我们毕业，她远离了父母和

家乡，来到济南。今天我们要结婚了，我

特别感谢老婆为了我放弃这么多。漫漫人

生路，我愿与你共患难，同幸福。老婆，你是

我的宝！

——李宁＆闫文娟

新郎李宁为山东院土建部员工

咖啡厅的走廊里相

向而行着一个单眼皮男

生，和一个长发及半腰的

女生。同一时间做着同样的

事情：一边接通着手机电话，

一边在从容淡定地寻找着即将要见面的对方。

当两人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触动了彼此。

咖啡厅里，从那满溢柔和的灯光，喝着咖

啡、彼此聊完自己后，确定了彼此。

——李晓光＆王俊清

新娘王俊清为山东院办公室员工

2014年7月24日，

开始了长达一个半月的

网上聊天。虽然在兰州出

差，虽然没有过见面却天天聊

到深夜甚至凌晨，不知道话多的

原因，却知缘分开始。

我相信每个人在遇到爱人之前都会有各

种要求条件，但在遇到生命中的那个他时会

全部推翻，因为那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

这个人。

——杨富春&徐艺

新郎杨富春为山东院勘测工程部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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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倒带 山东院57周年院庆暨“和你 • 合家”集体婚礼的完美落幕，热闹的跨火盆、跨马鞍、真情告白、挑盖头、

三拜九叩、敬孝心茶、抛绣球等场面，让围观的数百人沸腾，如此别致美好的一幕，不免有许多精彩让您一不

留神就错过了，没关系，我们这就将精彩如数为您道来。

最特别的喜庆

最发自肺腑的祝福

最具特色的婚礼庆典

最快乐的我们

10月8日是农历的九月初六，老黄历上宜嫁宜取的良辰吉日，这天也是山东

院建院57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双喜临门的时刻，庆典现场，三位同为10月18日出

生的山东院老中青三代员工，一起推着载有院庆蛋糕的车子缓缓向前。钱书记与

三位员工代表一齐切开蛋糕，新人拉响手中的礼花，现场礼炮鸣响，彩带漫天飘

扬，这一刻，共庆这个让我们温暖、依赖的“大”家、小“家”。

领导，通常出现在办公室、会议室、培训室、座谈室……然而今天，他们齐

刷刷地出现在活动现场，与新人的亲朋好友以及同事欢聚一堂，共同祝福新人。

院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钱壮为，院副总经济师邢福，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

群工作部兼人力资源部主任张从昕，工程建设部主任王琳，办公室副主任赵信

磊，机务环保部副主任张书迎，土建部副主任孙文，勘测工程部副主任江峻毅，

核电项目管理部高级项目经理王青松。如此场面浩大的领导团，一定深深刻在了

每位新人的心里，感激、感动、感谢！

 活动正式启动之际，从现场搭台布景开始，朋友圈就没停歇，转发的、点

赞的、祝福的……互动到手软。最感动的，还是那句：祝福九对新人幸福长长久

久、祝福山东院57岁生日快乐！

山东院汲取中国传统“孝”文化元素作为创意灵感，结合国家核电品牌文

化，以“和你 • 合家”命名举办的一场中式集体婚礼。婚礼仪式不只有手牵手红

绸入场、跨火盆、跨马鞍、真情告白、挑盖头、三拜九叩、敬孝心茶、抛绣球等

流程，最特别的要属山东院的人文关怀了，院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钱壮为发表致

辞、为新人证婚、为新人赠送亲笔书法、为新人颁发特制结婚证书……忙得不亦

乐乎。

最给力的媒体
从活动预热起，就有不少媒体相当关注。当天来参加活动、进行报道的媒体

多达10余家。感谢他们对山东院的关怀与支持以及对新人的祝福。

最忙碌的新人
虽说此次集体婚礼是由山东院为新人们全全包办，但主角们可不是只顾着

感动和感恩，从上妆试镜、布景合影、再到跨火盆、跨马鞍、掀盖头等庄严又庄

重的传统仪式，让他们分外忙碌。不过，他们由内而外散发开来的喜悦让我院的

“温度”持久攀升，真真应验了那句话：忙，并快乐着。

看着兄弟姐妹们在我们的努力下完成人生最庄严的时

刻、看着他们幸福美满，作为活动的工作者我们倍加快乐。

几个月的努力营造了“家”的温暖、温馨、幸福，得到了社

会各界对山东院文化的支持与肯定，是我们所期待的。感谢

所有辛勤付出的同事、感谢领导的信任、感谢所有关心和支

持山东院的朋友，山东院的爱永远不减，一浓到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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