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箱：jdznews0798@163.com
天下天下天下 2021年5月21日 星期五4 责任编辑：冯茜 刘依凡 责任校对：张喜环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江西京天律师事务所万小荣 电话：8569802 13657988888 社 址：广场北路501号 邮政编码：333000 承印：景德镇日报印务出版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赣第00309号
新闻采编中心:8281661 8284418 专版专题中心:8281160 总编室:8282024 办 公 室:8281493 广告发行中心:8282179 8288846 声明:本报记者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关于受理知识产权案件
诉讼标的额调整的公告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自2021年7月1日
起，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管辖发生在景德镇市
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1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一般知
识产权民事案件，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及涉及驰名
商标认定纠纷除外。

特此公告
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

2021年5月19日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曾代表人们对爱情和美
好人生的向往。然而，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传统
的婚姻观正面临挑战。

民政部前不久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20年全
国结婚登记仅813.1万对，连续第七年下降。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与父母辈相比，越
来越多“80后”“90后”把单身视为一种正常选择。

“30多岁了还没结婚”“20多岁了还母胎SOLO”等现
象在年轻人中见怪不怪。

越来越多适龄青年不想结婚
“如果成家了，绝不会像现在这么自由。”34岁的

丁浩（化名）在北京一所高校读博，住在宿舍，吃在
食堂，忙的时候做科研昏天黑地，闲下来了就叫上

“驴友”四处走走。如果不是家人偶尔催婚，他觉得
这样的生活也挺惬意的。

读博以前，丁浩在家乡沈阳一家电视台做技术
员，看到身边的同学纷纷结婚生子，他也曾十分焦
虑，积极相亲，但几段恋爱都无果而终。辞职读博
后，他的想法慢慢变了。“婚姻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
更舒服，而不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说，“现在
时间和收入完全由自己支配，不需要迁就任何人，我
很喜欢这种状态。”

27岁的白领张佳（化名）和男友已经恋爱7年，
并放弃了结婚计划。“每次一谈到结婚，就跟着很多
麻烦和问题，比如融合两个家庭、买婚房、生孩子，
双方家庭分歧都很大。”张佳说，后来她和男友达成
默契，只恋爱不结婚。“结婚与爱情无关，它只是给
双方关系套上了道德和法律的枷锁。”

眼下，越来越多适龄青年选择不结婚，过着“一
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

社会学家李银河说，在上世纪80年代做家庭调
查时，随机抽样中独居人口只占2%左右；而在2007
年做家庭调查时，独居人口已经上升至1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抽样调查数
据显示，从2015年起，我国一人户占比逐年增加，已
经从2015年的13.15%增加至2019年的18.45%，我国家
庭正呈现单身化趋势。

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不结婚是一种主动选择。在
一项“哪些原因让你不想结婚？”的网络投票中，获
票最多的选项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享受单身生
活”。对另一些年轻人来说，不结婚则是被动接受。
一位受访者坦言：“每天‘996’，哪来时间恋爱结

婚？”
社交媒体上，“年轻人不结婚”话题引发广泛讨

论。网友纷纷表示：“单着不好吗？为何要去尝爱情
的苦”“每天都有恐婚新理由”“结婚才需要理由，单
身不需要理由”“找不到合适的绝对不将就”……

随着单身青年渐多，“单身经济”悄然兴起，单
身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适和便利。面向年轻人的饭店
推出“一人份”套餐，单身公寓市场火爆，迷你小家
电和小型厨具持续畅销，甚至出现了“个人定制旅
行”“一个人的婚纱照”。

为什么选择单身？
专家认为，单身文化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背后有

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
——社会转型使家庭功能发生变化，婚姻成为“选

择题”。
李银河认为，单身群体的增加，与当前中国社会的

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相关。在传统乡土社会，家庭不仅
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组建家庭是刚性需求；但
在现代社会，完全可以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结婚变
得可有可无，成为人生的一个选项。

“特别对于女性来说，过去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如
果不结婚就没有生活来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女性完
全可以养活自己，不需要依附男性，结婚意愿较过去大
大降低。”李银河说。

——社会教育水平大大提升，使结婚年龄不断推
迟。

“现在硕士毕业已经二十五六岁，博士毕业一般就
快三十了，如果工作几年就更晚。”山西省社科院研究
员谭克俭说，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年轻人更加注重
自我价值的实现，结婚在人生重要性上的排序降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 1990 年至 2017
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
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

——社会对单身青年的包容度在提升。
多位受访者指出，与过去“男大当婚，女大当

嫁”、不婚者被视为异类相比，现在对婚姻的观念正
变得更加开放，晚婚、不婚、同居越来越常见，婚姻
早已不是人生的必选项，社会对不同选择也更加包
容。

上海白领葛书怡自称“母胎SOLO”，即便一直单
身，她也觉得舒服自在。“即便一个人出去吃饭，也
不会有异样的眼光，甚至有的饭店还给你在对面放个

娃娃。”葛书怡说，“即便是父母和亲戚，好像也在慢
慢接受自己想一个人生活的想法。”

——结婚成本抬高，部分青年经济压力大。
39岁的山西泽州县南村镇人司小东（化名）感

叹，攒钱的速度永远都赶不上彩礼上涨的速度。当地
现在的标配是近20万元彩礼、在市里买房买车，加
起来要六七十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负担很重。

“总是需要再攒攒钱，拖着拖着，就快40岁了。每个
村子都有我这样的光棍，人数很多。”

一位受访者语带苦涩地说：“爷爷娶奶奶只用了
‘半斗米’，爸爸娶妈妈只用了‘半头猪’，我结婚却
要用掉爸妈的‘半条命’。”

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婚育条件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对年轻人的家庭生活，应尊

重多元化、多样化的个人选择，对独居人群给予更多
的包容和理解。

与此同时，结婚人数降低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应引
起足够重视。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结婚率降低会影
响人口出生率，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结婚是家事也是国事，我们的社会应该为年轻
人创造更好的婚育条件。”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
所教授原新建议，要加大对适龄青年的婚育辅导力
度，保障他们在孕期、产假、哺乳期期间享有的法定
权益。

在完善社会政策的同时，社会还应对年轻人加以
引导，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恋爱观、婚姻观和家庭
观。专家指出，一些年轻人受自身家庭因素或成长环
境影响，对婚姻提不起兴趣，甚至心怀恐惧；对此学
校、媒体等应当加强教育引导，帮助他们去除偏见，
抵制负面的婚恋观念，形成积极健康的舆论导向。

对那些苦于找不到对象的年轻人，社会各方要努
力为他们创造渠道，接触更多适龄青年。专家建议，
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
的作用，组织单身青年参加文体娱乐、兴趣培养、技
能提升、社会服务等健康向上的集体活动，丰富青年
交友择偶的机会。

“对于因彩礼等结婚成本高而结不了婚的人群，
各方也要有所作为。”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舜
说，“社会要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
线，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积极推
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结婚人数连年降 这届年轻人为啥不结婚？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马晓媛 李紫薇 高剑飞

5月18日，文保工作者向观众介绍古瓷器修复知识。
当日，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面向公众试运营，近800件（套）从明清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修复而成的珍

贵文物展出，其中包括明成化年间的半成品斗彩鸡缸杯、明宣德年间的青花行龙纹蟋蟀罐、明正统至天顺年
间的青花如意头形枕等。

（新华社记者 黄和逊 摄）

景德镇御窑
博物馆试开馆

高耸的烟囱、锯齿形厂房屋顶、裸露着红色砖块的
墙面……走进江西景德镇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老
厂房里是一间间充满艺术气息的创意工作室，是很多
陶瓷爱好者的“造梦空间”。

“这里原来是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的老厂房，20世
纪90年代开始，随着行业改革，瓷厂逐渐走向衰败，最
后厂区停业荒废。”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
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
力说。

荒废的老厂房该如何利用？“老瓷厂是‘瓷都’历史
的一部分，我们想留住它。”刘子力说，2013年，景德镇
以国营宇宙瓷厂为核心启动区，打造陶溪川陶瓷文化
创意园。经过3年的精心设计、打磨，2016年10月，陶溪
川正式开业迎客。

“陶溪川的真实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刘子力告
诉记者，在改造过程中，项目组保留了22栋老厂房，将

瓷厂原有的烧炼车间改建为陶溪川工业遗产博物馆、
美术馆，将原料车间变为陶艺体验空间。这里的每一栋
房子、每一台机器，甚至广场上铺设的每一块窑砖，都
是原来就有的。

从外表看，老厂房、老窑炉、烟囱、水塔依然耸立，
但它们的结构已经改造，功能和业态重新塑造。老厂房

“生长出”透明屋顶，变身为一间间创意工作室和美术
馆，全国各地的“景漂”青年在这里聚集，国际化的高水
平艺术展和文化交流活动经常在这里上演。

工业化时代，陶瓷产品可以批量生产了，传统的陶
瓷艺术何去何从？如何让现在的年轻人爱上古老的陶
瓷文化？为了唤起年轻人的陶瓷梦想，陶溪川把原来老
瓷厂的窑炉车间改造成“邑空间”，免费提供给年轻创
业者、艺术家展销自己的陶瓷作品。

位于陶溪川的凡华造物陶瓷饰品工作室起初是由
“邑空间”孵化而来。记者在工作室看到，翠绿的

“葫芦”、金黄的“桂花”、多彩的“祥云”在灯光照
耀下更显精致。“这些陶瓷饰品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
设计，用泥土烧制而成的。”32岁的工作室负责人周
雄昊说。

“大学期间在学校学习瓷艺，一次在陶溪川春秋
大集展览期间，看到有人戴着陶瓷项链，从中受到启
发，就想生产让年轻人喜欢的陶瓷饰品。”周雄昊
说，由于工作室生产的陶瓷饰品新潮，很快便得到市
场认可。经过几年发展，工作室的生产厂区已由原来
的6平方米发展到2000多平方米。

在建筑面积只有8.9万平方米的陶溪川，目前已
为1.7万余名青年创客提供了展示平台。“我们希望陶
溪川能成为年轻创客和艺术家的‘造梦空间’，只要
热爱陶瓷艺术、有梦想，这里就能成为他们的家。”
刘子力说。

（新华社南昌5月20日电）

景德镇陶溪川：

陶瓷爱好者的“造梦空间”
□新华社记者 郭杰文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记者 吉宁）记者19日从北
京市统计局获悉，根据北京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
数据情况，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北京市常住人口为
2189.3万人。

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孟景伟表示，与2010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1961.2万人相比，北京十年增加
228.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2.8万人，年平均增长1.1%。
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3.8%下降2.7个百分
点。数据表明，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长有所放缓。

根据数据，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共登记913.8万户，
其中，家庭户823.1万户，占90.1%。家庭户平均户规模为
2.31人，比2010年减少0.14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北
京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1119.5万人，占51.1%；女性人口
1069.8 万人，占 48.9%。常住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10年的106.8降至2020年
的104.7，人口性别比结构进一步均衡。

孟景伟说，北京市常住人口中， 60岁及以上人口
429.9万人，占 19.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91.2 万
人，占13.3%。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
升7.1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4.6个
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北京晒出“户口本”
全市常住人口为2189.3万人

新华社沈阳5月20日电 （记者 孙仁斌 赵洪南）营
口市卫生健康委20日上午通报称，5月 19日 0时至21
时，营口市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此人在当地一
家食品企业从事冷链食品装卸工作。

通报称，新增确诊患者王某，34岁，家住营口市鲅
鱼圈区熊岳镇金和家园C区，是营口仙人岛瑞洋食品有
限公司职工。主要从事冷链食品装卸工作，系新冠肺炎
无症状感染者郭某月的丈夫，平时与妻子和儿子同住。5
月14日，王某作为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管控，5月
19日经营口市疾控中心复核，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营
口市卫生健康委立即启动转运程序，将患者转至省集中
救治中心（大连）诊断治疗。经省级医疗专家组会诊，
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

辽宁营口一冷链食品装卸工确诊新冠肺炎

新华社南京5月19日电（记者 何磊静） 19日，无锡
零碳科技产业园正式揭牌，记者从江苏省发改委获悉，
这也是江苏省内首个以零碳为主题的科技产业园。

据介绍，该产业园位于无锡市高新区，将围绕减
碳、零碳和负碳核心技术，鼓励先进绿色技术试点应
用，形成行业应用示范地和绿色技术策源地。计划在
2025年底前，引进零碳领域科技企业1000家以上，培育
能源托管、碳资产管理综合服务平台20个，新增零碳产
业从业人员超1万人。

揭牌仪式现场，国网电力双创低碳产业园项目、中
金协鑫碳中和产业投资基金项目、无锡市低碳研究院等
20个项目举行了集中签约，将助力零碳科技产业园做强
做优低碳产业链条。

无锡是长三角地区传统工业大市，正加速推进低碳
城市建设。无锡市委书记黄钦表示，无锡未来将着力推
动能源利用高效化，统筹技术、产业、市场和减排；着
力推动产业发展绿色化，重点培育物联网、生物医药、
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着力推动城市建设节能化，制定
实施以道路、航空运输等为重点的绿色低碳交通行动计
划；着力推动生活消费低碳化，加大节约型机关和绿色
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商场创建力度。

江苏首个零碳科技产业园在无锡成立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19日
发布消息显示，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发生野禽H5N8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5月19日，农业农村部接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报告，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那曲市色尼区夯
措湖国家湿地公园和安多县嘎龙措区域发生野禽H5N8亚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疫点内发病死亡野禽268只。疫
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开展应急处置工
作，对全部病死野禽进行无害化处理，对周边环境进行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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