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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蜜月風俗的來源，據說可以追溯

到古代日爾曼條頓人婚後喝一整月蜂蜜的

習俗。而蜜月旅行是十九世紀才在歐美廣

泛興起的，起初也主要是社會中上層人士

的喜好。幾十年後，到十九世紀末，蜜月

旅行已經風靡了歐美社會的各個階層，直

至今日。

度蜜月對中國人來說是個“舶來品”

，中國人傳統上在西方人度蜜月的這段時

間是在做“回門”等事情。

這些年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和

中國人經濟水準的大幅提高，度蜜月也成

了中國很多年輕人的“結婚必備”。

不過讓中國年輕人頭疼的是，就算準

備這筆資金不是問題，足夠長的假期卻不

易得。現在中國很多公司裡 5天的年假都不

能保證，更不用說蜜“月”了。

美國人結婚相對中國人的傳統婚姻習

俗來說要簡單很多，別說“三媒六聘”，

彩禮和嫁妝這種東西都不存在於美國人的

概念裡。

彩禮的產生是人類社會進步到一定階

段的產物。原始社會是不需要彩禮的，女

人都是去別的部落裡搶，而且多是傍晚時

分去搶，所以才有了“婚”這個字。即黃

昏時候搶女人回來成親。

大家都是搶，你搶我們部落的，我搶

你們部落的，搶來搶去大家都是親戚朋友

了，再用這種野蠻的方式好像也不太合適

。

於是，舜帝發明了“聘娶婚”。

舜帝找到附近部落的首領跟他們談：

下次我們部落的男孩子到了娶親的年齡，

我們會帶著一對雌雄鹿皮來向你們求親

（即“以儷皮為禮”），咱們一起和諧快

樂地把婚禮辦了，你們看怎麼樣？。

部落首領們一聽，這是個好主意。搶

這事兒畢竟不太文明，即使大家都默認了

，也不動多少刀兵，但摩擦矛盾總難以避

免，意外傷害也會經常發生。最關鍵的，

哪個姑娘該嫁哪個部落哪個人，都沒個定

數。

所以大家都認為舜帝的提議高明，有

效地解決了部落間世代以來的一個大難題

，大家都願意服膺和執行。

從此，華夏民族開始擺脫原始的搶婚

，進入文明的以聘娶女的階段。

起初，彩禮只是那一對鹿皮，下聘流

程也很簡單，後世逐步演化出複雜的聘娶

制度和風俗習慣，在中華大地的各個地方

也有所差別。

但無論差別多大，聘娶的重要性、嚴

肅性都是一樣的，因而傳統上中國人婚姻

的穩定性也是相當強的。結婚不易，離婚

自然也不會那麼容易。

時至今日，受外來思想的影響，也因

為傳統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轉型的客觀

物質基礎的變化，中國的聘娶習俗已變得

越來越簡單。結婚沒那麼“繁瑣”了，離

婚也越來越容易，越來越頻繁了。

為了讓新出嫁的姑娘日子能夠過得更

好，也讓自家女兒到了男方有一定的經濟

地位，中國父母會在女兒出嫁的時候給女

兒準備陪嫁品，也就是嫁妝。

嫁妝包括女兒日後要用的床櫃鋪蓋、

梳妝用品、鍋碗瓢盆等日常用品，有錢人

家還會有“黃白之物”等奢侈品。古時大

戶人家還陪嫁人，也就是用以伺候女兒的

陪房丫鬟。近現代的陪嫁以福建等地最為

隆盛，當地習俗認為豐富的嫁妝可以讓女

兒到了男方家裡不受欺負。

中國人講“禮尚往來”，一切禮節都

講究有來有往。即使貴為天子，接受了諸

侯、眾臣行禮後，也要還禮。陪嫁之於聘

娶，嫁妝之於彩禮，也是這個意思。

然而，凡事都是過之猶不及。彩禮、

嫁妝體現的是對對方以及對方家庭或家族

的尊重，是建立雙方家庭、家族感情的一

種方式，他們都是作為中國人“禮”的觀

念的一部分存在的，至於具體實物上的要

求反而不那麼重要。可後世的演化往往

“喧賓奪主”，對實物的看重有時大過了

對禮節的尊重。

現今要求婚前買房的風氣被人稱為

“丈母娘經濟”，說是中國的丈母娘們大

大促進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和活躍。

這種理論自然不能完全成立，但也的確反

映出中國社會在婚嫁方面的不良風氣，同

時也助漲了中國的房價泡沫。

房子不論在中國還是美國，對於個人

和家庭都是重要的固定資產。大城市高昂

的房價經常需要掏光幾代人的口袋去購置

。社會形成了買房才結婚的風氣，意即把

房子看作了彩禮的必備，這是超出中國國

民經濟發展階段，超出一般家庭支付能力

的無理要求。

地產商們很樂意看到這種社會風氣的

形成，形成的過程中也許也少不了他們的

推波助瀾。但我們今天需要厘清的是，這

已經超出了我們傳統上下聘之“禮”的要

求，體現的不是男方對女方的尊重，而是

過分的物質“購買”。

一般來說，一個年輕小夥子，20多歲

，初入社會，需要較長時間的積累才足以

支付得起一套房子的首付。如果家庭支持

有限，這個壓力只能壓在小夥子自己身上

，其婚育的年齡必然需要後移，這就造成

了社會上越來越多大齡單身青年的存在，

引起一系列社會問題。

“聘娶”和“陪嫁”這種說法比較符

合傳統男權社會的實際，現代社會女性的

地位明顯提升，這樣的概念就有點兒不夠

“與時俱進”了。既然我們現在提倡男女

平等，彩禮和嫁妝這種明顯帶有男權痕跡

的東西就需要進行改革。

像美國人一樣徹底沒有聘娶與陪嫁倒

大可不必，但我們必須給予這些東西現代

的平等的價值。要改變過去那種女兒嫁到

老王家就成了老王家人的觀念，亦要改變

家中男子中心的意識。男女雙方、男女雙

方家庭都應是平等的，男女雙方對於雙方

老人也都有對等的責任。

既然婚後責任對等，婚前的要求也應

是對等的，單獨一方向另一方及其家庭提

出過分的要求就不合適了。

美國人不知彩禮、嫁妝，就更不會普

遍提出婚前買房的無理要求。一項相關統

計顯示，美國人買房的平均年齡是 37歲。

這對於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當然是婚後

夫妻倆共同奮鬥的成果。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雖然我仍認為

聘娶和陪嫁這樣的流程有著重要的文化意

義，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婚姻的嚴肅性

和家庭的和諧持久，但對它們的解釋或改

革，真的需要社會學家來做新的定義。

婚禮份子錢近年來越來越成為中國一

些地方人們叫苦不迭的負擔，有的人光是

每年給出去的份子錢就占了家庭開支的一

個重要部分。份子錢的額度也是不斷增加

，讓人們直喊無奈，但又不能不“隨行就

市”。

這種情況在中國北方尤為普遍，南方

相對還好點兒，像廣東這種發達省份反而

在這方面比較節制。

份子錢是中國送禮文化的一部分，原

本有溝通感情、贊助主人開支、實施社會

救急的作用，但發展至今，好習俗卻成了

壞負擔。從長遠角度來看，任何一項制度

或習俗都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需要身處

其中的人們警惕和調試。

習俗是為人服務的，習俗的存在是為

了社會能夠更加和諧，人們能夠更加幸福

、快樂、友好、融洽地相處。如果成為了

大家普遍的負擔，那就得反思其是否需要

調試或消滅了。

美國人結婚也有事實上的“份子錢”

，不過美國人的方式更加直接，更能體現

前面所講的溝通感情、社會救急的作用。

美國人的“份子錢”一般不是直接給錢或

紅包，而是以禮物的形式體現。

美國人在通知親戚朋友參加婚禮前，

會列一個詳細的禮品需求單，把主人希望

親朋們贈送的禮物明確地告訴大家。親戚

朋友們會按照自己的情況在禮品需求單中

選擇自己將提供的物品並提前告知主人，

以免別的朋友重複贈送。

美國人送禮不拘一格，貴重的物品可

能也有，像婚禮上需要的盤子、刀叉也會

有。這樣，既減少了主人的婚禮開支，也

減少了社會總體上的浪費，更加環保。

美國人的婚禮和中國南方人的婚禮相

同，都是在下午舉行，婚禮後享用晚餐。

中國北方則一般是在上午舉行婚禮，婚禮

後吃午餐。中美婚禮不同的是，美國人一

般在婚禮晚餐後舉行舞會，中國人的婚禮

餐後即畢。

中美婚禮眾所周知的一個不同點是，

美國人的婚禮多數在教堂舉行，即使不在

教堂，也會請神父到場主持。中國人的婚

禮，城市裡主要在酒店舉行，農村則主要

是在男方家裡，一少部分農村人也會選擇

在酒店裡辦婚禮。有意思的是，1900年以

前，美國人一般是在女方的家裡舉辦婚禮

。

美國人的婚禮一般就幾十個人參加，

主要是新郎新娘的親人和朋友。婚禮能有

100人以上的規模，那就很引人注目了。中

國人的婚禮，幾百人是很常見的，多的上

千人也不奇怪。

這些人裡，除了新郎新娘的朋友外，

新郎新娘父母的親戚朋友也是重要的一部

分，而且往往人數更多。父母需要在這一

天將兒女結婚的消息“昭告天下”，這是

他們人生的一大重要成就。

婚禮之後，美國新郎就可以“以我之

姓，冠你之名”，新娘就得從夫姓了。中

國大陸在 1949年建國後就“打倒”了這種

“封建思想”和做法，很少再有女人冠夫

姓了。在這方面，中國的男女平權比西方

更加進步。

中美結婚的習俗各有來源，各有特點

，融合也正在發生。無論是怎樣的表現形

式，新人幸福都是最重要的。取其精華，

去其糟粕，尊重傳統，建構現代男女平等

基礎上的結婚新風尚，中美都還在路上

……

婚禮花費女方出 美國人結婚的那些“反常”習俗

美國人結婚，婚禮的花費主要由

女方承擔。第一次聽說這個習俗的時

候，我也是十分驚訝。即使不像中國

那樣主要由男方來承擔，也該像我們

聽說的西方人去餐館吃飯一樣AA吧

？

實際上美國人也不是什麼都 AA

的，不能把餐館吃飯的習慣套在美國

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雖然所謂“人情”在美國沒有中

國那麼重，但畢竟大家都是人，是人

就有情，純粹的經濟算計是不足以維

繫一個巨型社會的持久和諧的，美國

人也有他們的人情。

當然，公平是要有的，婚禮費用

女方出了，男方得承擔接下來度蜜月

的全部開支。

需要指出的是，這是現代西方人

的習俗，古代西方女性比“主內”的

中國女性地位更低，男人娶妻被認為

是幫女方家庭卸包袱、減累贅，所以

根本不需要以蜜月旅行的費用來平衡

女方的婚禮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