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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结婚了。
新婚求吉利，新郎新娘婚前要看

属相，伴郎伴娘亦然。因为属相相
克，我妻子的朋友都不能担当伴娘角
色，于是我就找到了很要好的两位高
中女同学。可是在结婚前几天，她们
还是无法确定到底能不能来，弄得我忧
心忡忡。不过令人感动的是她们最终坐
上了火车，在当天凌晨从外省赶到了保
定。良辰吉日、属相、颜色搭配、食品种

类等，都是婚礼仪式中吉利寓意的体
现，家里的老人都亲自把关。

新婚求富贵，男方家的硬件准备
是关键。三金首饰、大小彩礼、新
房、轿车等都是现在结婚的必备，其
中更以新房最为重要。因为没有一所
像样的房子，就意味着没有殷实的家
庭，对象都会找不到，更何谈结婚。
农村一家两代人辛辛苦苦挣的钱很难
支撑盖房装修房的所需，所以好多家

庭都会举债盖房装修房。现在农村突
出的男多女少的现象也助推了农村婚
礼的“富贵竞赛”，一般的男方家庭能
娶上媳妇都是不容易的了。

在婚礼现场，我记忆最深的是给双
方父母敬茶的环节。这是一个比较郑重
的仪式，我们向双方父母敬茶并说：“爸
妈辛苦了，请喝茶。”平时含蓄的我们，
在众人的见证下，道出了对父母养育之
恩的绵绵情话。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现
在还是心潮翻涌。新郎朋友团一般是在
早上 9点到 11点“闹洞房”，主要以折腾
新郎为主。整蛊的节目一般带点“色
儿”，曾经在网络视频看到的“闹洞房”
情景，我是亲身体验了。

一切为了吉利富贵
■ 何 欢 河北农村

问：当时办婚礼是在乡下还是城里？
答：娘家办在乡下，婆家办在城里。
问：婚礼当初具体是怎么办的？比如都有哪些花销和

流程？有哪些婚俗？
答：我们的婚礼大约提前一个星期家里人就开始准备

了，要打扫卫生。还有我们这个地方有个习俗称叫“做
席”，就是结婚前四五天的时候就要准备席上所用的物品，
有青菜、糕点、瓜子、糖和烟酒。结婚前一天要做席，每桌席上
要有两条大鱼和一只炖鸡，还有炖排骨、煮虾之类的。

结婚前一天，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到女方家里做
席，做席的时间一般都是中午，做完席就走了。剩下有部
分街里街坊留下来帮忙。不过留下帮忙的人一般是不做席
的，我们这儿都用大锅炖白菜，里面放上鸡肉或者其他
肉，帮忙的人一人一碗，都吃得很尽兴。

问：在做席这段时间当中，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答：准备的时候很忙碌很高兴，但是忙碌了一天，大

家都走了之后，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在出嫁前一天的晚
上，比较要好的同学和朋友都来家里陪伴着我度过。

问：酒席一般会如何安排？
答：当亲戚朋友来了之后，家里单独会有人出来安排

酒席，朋友和乡亲、亲戚分开坐。按辈分、年龄分上桌下
桌和座次。捎份子钱的人都会有糖盒，男士会有一包烟。
有的糖盒里会有瓜子。

问：婚礼前后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答：在我们这儿比较热闹的就是早晨的迎亲。我结婚

的时候迎亲的队伍挺大的，有几十号人。按我们这儿的习
俗，新郎来迎亲的时候，新娘家的人要堵住大门不给他们
开门。我当时坐在床上，就听到新郎家来的年轻小伙子们
都在喊“一二三撞！”地撞门，很有节奏。门里的人就一个
劲儿地向新郎队伍里的人要红包。

然后时间差不多了，我妈看着闹得也挺尽兴的，就一
声令下“开门！”这时候堵门的人才开门让迎亲的队伍进
来。这是比较开心的事。

还有一件事，我们这里办婚礼还流行闹公婆。我公婆
都是比较开放的，所以在我的婚礼上闹得比较厉害。比如
用鞋油或者是锅底灰在他们脸上涂抹画画，还让他俩在舞
台上唱歌跳舞。

晚上就是非常亲近的朋友会单独留下来闹洞房，是在
新郎新娘的婚房里，针对新郎新娘做一些小游戏，表演一
些小节目，比如舔瓜子，新郎抱着新娘转圈，直到旁人喊
停才能停。

问：作为老师，您觉得这种传统的婚俗是不是落后
吗？比如闹洞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两性话题、接新娘
的时候要大量的红包带来经济的压力等。

答：真的是在闹洞房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两性话题，比
如做的小游戏会围绕着两性之间的关系来展开。但是问这
些问题的人都是比较亲近、关系非常铁的人。问的时候、
回答的时候、做游戏的时候的确会感觉害羞。但是越这样
越热闹。

红包虽然数量多，但包的钱比较少，一般的红包也就
是1块钱，最多也就5块钱，对家里的经济基本不存在什么
压力。然后亲戚家的孩子，比如迎亲的时候我老公要给我
哥哥家的孩子单独发红包，都是以100元为单位，数量比较
大，但这种红包极少。

我觉得这些习俗，包括闹洞房，掏红包，闹喜公婆，
不能用落后来衡量。当然现在人们的意识观念都有所变
化，比如我有个同事就主张旅行结婚，不过我们都劝她，
结婚还是在家，越闹越高兴，越闹越喜庆。我们这里有个
讲究：闹得越欢，以后的结婚生活会越过越火。

问：您结婚和您父母那一辈人结婚又有什么不同？我
听说有个唱吕剧的习惯？

答：我结婚的时候就是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扎上个大棚
子，然后家里自己请厨师和帮手，邻里之间来帮忙，这样
自己做席做菜招待来的客人。这几年，我们这里有人图省
事，不在家里扎棚子做菜了，直接到外面的饭店做席，吃
完饭客人直接回家。虽然这样图省事，但是感觉结婚的喜
庆劲儿没有了，并且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观念、邻里乡
亲之间的情分，也体现不出来了。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在
家里操办婚礼，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一起来帮忙，这样结婚
的热闹劲能体现出来。

唱吕剧是根据自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家庭条件比
较好，又图个热闹，就会雇人来唱吕剧。现在有的家庭图
省事会拿大喇叭放录音。这不是一种固定习俗，根据各家
条件来定。

我结婚的时候，我丈夫家门前有块空地，比较宽敞，
就从滨州市请了个吕剧团到我们这里来唱吕剧，一唱唱了3
天，当时在我们县里还是比较轰动的。当时正好赶上了赶
大会大集，有卖小吃的，演杂技的，还有马戏团歌舞团。
有些人正好从我们家门前经过，就来听唱吕剧，门前大约
坐了有200来号人，好不热闹。 仇子兴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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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还得在家办
■ 受访人：

姜婷婷
山东淄博高青县某小学教师
结婚8年 育有一子一女

访 谈

我这村子中的婚礼，彩礼都不能
少，而且彩礼钱一般来说至少得上万
元。以前彩礼钱会少一点，但毕竟以前
的物价也便宜。

最近我听说国家提倡婚礼节俭，政
策挺好，但是落实不了。至少，我所知
的婚礼都没有简办。有的人家要彩礼，
一要就是十多万元，并且男方家里如果
没有那么多钱，就要想方设法贷款。凑
够了钱之后，男方要等到“接亲”前一
天把彩礼拿到女方家里“过一下门
面”，也就是让女方家的众亲戚“看一
下”，知道这男方家里的条件“还不
错”，然后等婚礼结束后，女方再把彩
礼如数还给男方，其实有点儿像掩人耳
目。我去年参加了一个婚礼，男方不久
前离婚。婚礼上，我听很多人说这个男
的挺不容易，这次结婚彩礼钱都要几十
万，但他后来还是贷款凑到了这么多
钱，拿到女方家给女方家的亲戚们“看
了一下”又拿回来了。其实这“看一
下”还是可以看出家底的，虽然“看”
之前男女双方都心里清楚，看完之后彩
礼还是要还给男方，但是如果男方家太
穷，别人也不会借给他。

过了彩礼这一关，结婚当天一大清
早，新郎就要准备去“接亲”。“接亲”就是
男方家要布置很多辆小轿车，排成一列
到女方家去，然后接回新娘。这些小轿车
有的是男方自己家的，有的是男方认识
的有车的亲戚的，如果没有车，就只能花
钱租车。这时候，大家看着车的品牌就能
知道这男方家的条件到底怎么样。

接了新娘回家，新郎还不能顺利地
将新娘领进屋：男方家的一些亲戚为了
热闹，会想方设法阻碍新郎领新娘进
屋。这时候，新郎最好的方法就是给红
包，红包中的钱可多可少，一般新郎如
果家底比较好，给的钱数就会比较多。

其实想一想，整个婚礼办下来，男
方家真花了不少钱。一般来讲，即使之
后收了“份子钱”也不能完全收回成
本。况且“份子钱”都是轮流转，今天
你给我，明天就我要还给你，总是个

“人情过场”。 罗兰烁整理

在河南固始农村，男孩子只要一
辍学，哪怕只有 20 岁，父母也要着急
为他张罗找对象。我的堂哥去年腊月
十三结婚，那时的他还未到国家法定
的结婚年龄。提起婚礼的前前后后，
我三妈 （堂哥的妈妈） 既喜又忧。

喜的是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儿媳，抱孙
子指日可待。忧的是从订亲到办喜事儿媳
娶到家，少说也要花费几十万。难怪我三
妈感慨，“娶个儿媳要半条老命”。

据我三妈讲，订婚彩礼钱要给1万零
1元，寓意“万里挑一”。再加上买戒指、手
链，吃酒席，光订婚就花了3万多元。此外
为了娶媳妇，我三妈专门给堂哥盖了一座
房子，从房子盖好、装修好到家具买齐，算
下来也有30多万。光有房子还不行，结婚
前，我三妈又将8万元的彩礼送到未来的
儿媳家，另外还拿出 1 万元给她买新衣
服、项链、耳环等结婚用品。

不知何时起，农村也时兴改口费

了，新过门的儿媳妇改口叫爸妈要给
红包。我三妈早早为此做了准备，因
为办喜事太忙，等要给新娘子改口费
时，竟忘了红包放哪儿了，不得已第
二天重新包了两个。

从 10 辆轿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接
亲队伍，到闹洞房时的拦门、新人洗
手、端红糖水、端面条、捅窗户纸
等，无一不与红包挂钩。

我三妈家娶媳妇虽没刻意攀比，但
排场不小，花费不少。除了受农村大环
境影响，婚事环节宁增不减，彩礼礼金
多多益善，谁都没有婚事简办的决心，
怕给别人留话柄，怕给孩子留遗憾。这
真需要所有农家人反思。

传统民俗婚礼本是美丽乡村爱情
的象征，可如今农村结婚漫天要价，
奢侈攀比，“行情”暴涨，令人苦不堪
言，甚至导致一些家庭因婚致贫。我
与妻的婚礼反其道而行之，简朴个
性，分外浪漫，成为十里八村乡亲们
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一直有个想法，不能像老一辈那
样结婚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走经
人介绍、订婚、逢年过节见几面就结婚
生子的路子。婚姻应该建立在爱情的基
础上，我在努力寻找那个让我心动的
人。后来在杭州打工时，认识了同省老
乡晓兰，我俩两情相悦，准备结婚。我先
说服未婚妻，又征得了双方家长同意，

办一场简朴却也不失浪漫的个性婚礼，
把省下的钱投资个农家乐项目。

经过精心设计谋划，一场时尚别
致的婚礼上演了。

工具车做婚车迎娶新娘。不开奔
驰、宝马，清一色的工具车，装饰着
鲜艳的花，醒目喜庆，晓兰穿的洁白
婚纱，在车上迎风飘展，分外漂亮迷
人。我家在农村，需要自己拼搏，想
用这样的方式提醒自己，不管什么时
候，都要不停奋斗的脚步。几辆工具车
都是我工作的单位友情赞助，司机也都
是同事，光这一项节约不少开支呢。

参 观 新 农 村 。 司 仪 领 着 双 方 亲
友，登车参观了我家所在的新农村，

有农家乐，旁边有龙升工业园区、卧
龙综合保税区，让亲友们领略城乡一
体化的发展喜景。

介绍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村主任
作为证婚人，向来自远方的女方嘉宾和
亲朋好友，介绍了我村在建设美丽乡村
中发展生产、交通、住宅、新能源、文体
设施、自来水改造、环境整治等方面的
建设成果，看得人们啧啧兴叹。

送岳父母养老保险。我为岳父母
每人送一份养老保险，为他们提供老
时的生活保障，减轻以后的生活压
力，也感恩岳父母对妻子的养育之
恩，我的聊尽孝心，让他们高兴得合
不拢嘴。

我 的 婚 礼 方 式 独 特 别 致 ， 个 性
化、时代化、文明时尚健康。成为村
庄内外众人传说的话题，许多青年人
表示，要向我学习，向陋习宣战。

鲁 钊整理

8 月 2 日，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
治州德钦县奔子栏镇奔子栏居委会习
木贡村民小组的村民活动中心，正在
举办一场热闹非凡的结婚庆典。锅庄
歌起旷古悠远，百褶裙下舞步惊艳。
在众多锅庄舞者的簇拥下，一对新人
笑靥如花。

美丽的新娘格桑卓玛说：“半山腰
的娘家在精准扶贫政策下，养了生态
猪和蜜蜂，又种植药材，经济收入稳
定了。如今出嫁也不用担心家里了。”

憨厚的新郎扎西都吉则打算继续
扩建家里的农家乐。自从政府精准扶
贫打造了本地的旅游业至今，坝区的
农家乐生意越来越好。

这对新人还特别感激婚礼上尊贵
的“追奔”阿桑（精通锅庄、礼仪且有威
望，由结婚家庭邀请的专门迎亲者）。

60 多岁的阿桑看着眼前的热闹的
景象，感慨万分：“这群‘永恰’（婚
姻特有的一种锅庄） 舞者中有一大半
是从新娘村子远道而来的‘巴奔’（与

‘追奔’相对应的送亲者）。以前无论
哪家婚礼都没有这么多的‘巴奔’和
这么热闹的‘永恰’。现在脱贫政策
好，家家户户通公路，交通方便了。

今天的新娘家乡是在山区，换了以前
路不通，一来赶不上算好的吉时，二
来路途艰辛遥远，‘巴奔’‘追奔’都

不愿意去，就算‘巴奔’来了，到了
男方家既没有跳锅庄的地方，也没有
住所，十分不便。现在家家通路，车也多

了，无论去哪个山区迎亲，都能在算好
的吉时准时到达，‘巴奔’也愿意来。
国家给我们建了这么大的活动场所，我
们的‘永恰’可以唱上3天3夜。”

阿桑说：“我当了 10 多年的‘追
奔’，参加了上百次婚礼。以前没有举
行婚礼的活动场所，只能在家里办，
所有锅碗瓢盆、桌椅板凳都要去借，
遇到房子小安排不下更是麻烦。如今
有了活动中心，婚丧喜庆以及各种活
动，家家户户都可以在这里办，政府
扶持、村民捐款，各种器具一应俱
全，再也不用借了。”

阿桑特别介绍说：“‘永恰’是我
们藏族婚礼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以前跳‘永恰’的人少，是因为置办
得起锅庄服的人少，往往借了好几家
才能东拼西凑成一件标准的服饰。现
在农民生活好了，家家户户都置办了
一套锅庄服。这两年政府精准扶贫，
宣传扶持我们的锅庄文化，建起了活
动场所，还扶持传承人，组织各种锅
庄歌舞活动。跳锅庄舞的人越来越多
了。在我们藏民心中，比起山珍海
味，今天这样热闹的‘永恰’才是对
新人婚礼的祝福。”

精准扶贫带来好日子

藏式婚礼跳锅庄
■ 格茸只玛

精准扶贫带来好日子

藏式婚礼跳锅庄
■ 格茸只玛

新风旧俗间的农家婚礼新风旧俗间的农家婚礼农家婚礼

■ 彭中美
湖北省潜江市总口农场员工

彩 礼个性婚礼更浪漫
■ 何建平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王村乡

“娶个儿媳要半条老命”
■ 王小雪

▲ 厨师在装盘 （图文无关）

▲ 新郎扎西都吉和新娘格桑卓玛在锅庄婚礼上

● ●

三窥“家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