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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季驾到，各地婚庆习俗大搜罗

沉沉重重的的彩彩礼礼 甜甜蜜蜜的的负负担担
本报记者 高倩倩

为了“掌上明珠”

只得暂缓婚期

李斌是山东济阳县一家人
力资源公司的工作人员，今年28
岁的他在父母眼中早该成家了，
前几年忙于上学、工作的他忽略
了自己的人生大事，眼看着身边
的人都成双入对，他在父母的催
促下也开始着急起来。好在缘分
天注定，在同学的撮合下，他和
曾经的初中女同学续上前缘，开
启了甜蜜的恋爱之旅。

知根知底，又很能聊得来，
两个在别人眼中的“大龄青年”
也该步入婚姻殿堂了，可连续两
次在准丈母娘那碰了钉子，让他
觉得结婚遥遥无期。“以前我们
这从订婚到结婚算下来，也就五
六万块钱的事儿，可现在光订婚
对方就要五万块钱，再算上结婚
等花销，怎么也得小十万。”李斌
说，自己家就是普通工薪家庭，
父母去年帮自己买了房子，积蓄
所剩无几，再拿不出这么多钱帮
自己结婚，“不能让他们为了我
去借钱吧。”

原来，按照当地的结婚风
俗，以前的彩礼钱都是“万里挑
一”，近年来有了“三家一起发”
31800元和“掌上明珠”50000元
的说法，李斌的丈母娘平时好面
子，家中独女出嫁，她想在人前

“风光一把”，认准了“掌上明珠”
的彩礼钱就再也不松口，这可难
坏了李斌，既不想让父母为难，
又不想让女友觉得自己寒酸，只
能暂缓婚期。“也试着和女方家
长商量了，彩礼钱少给点，以后
补上，可对方就撂下了一句‘等
有钱了再结婚吧’，我还能说
啥。”虽然对此心有不满，可李斌
当着女友的面也是敢怒不敢言。

“以前看别人结婚都很简
单，到自己了才发现，不是那么
容易的事儿。”李斌在心里暗暗
算了下自己的工资，想挣够结婚
的钱还得等两年，不禁叹一声：
这“掌上明珠”害人不浅！

万紫千红一片绿

三斤三两不算啥

5月1日，家在菏泽市鄄城县
的刘同新便要和恋爱四年的女
友走进婚姻殿堂，这几天一直忙
于商定婚礼细节的他忙得焦头
烂额，说起结婚彩礼的事儿，刘
同新笑着说“那就是一道坎儿”。

在刘同新的老家，结婚彩礼
钱有“万紫千红一片绿”和“三斤

三 两 ”的 说 法 。
“ 万 紫 千 红

一片绿”
是指1
万张5
元 钞
票，加
1 0 0 0
张百元
钞票，这
已 是 1 5

万元，至于
“一片绿”，就是一

片50元的钞票，新郎可
以看着给，“三斤三两”则是
指100元钞票的重量，大约是
14万元，有些家庭为了凑够
“3斤3两”，就把100元的、50

元的、2 0元的钞票都放
上，算下来也是不小
的数目。动辄十余万

元 的 彩 礼
钱 ，还 没
算首饰、
衣服等
在 内 ，

无疑让一
个普通家
庭“脱层
皮 ”，在
当 地
“ 因 婚

返贫”的家庭不在少数。
“这只是最基础的彩礼钱，

从和女方订婚开始，逢年过节，
男方都要到对方家中去送礼，鸡
鱼肉、烟酒糖等，动辄一两千元，
还是早订婚早结婚的好。”刘同
新说，自己的女朋友老家在潍
坊，因为两地风俗不同，双方父
母便取了两地彩礼钱的中间值，
男方负责买房买车，女方负责装
修、家电，“两家商量妥了，事情
就好办了，买房买车也是一笔大
开支。”

在距刘同新家不远的菏泽
郓城县，找到媳妇要给女方彩礼
钱不说，若是通过媒人介绍对象
成功的，还要给媒人一笔“感谢
费”。“以前媒人给介绍对象，就
是给人家送点烟酒糖，或者请人
家吃顿饭表示感谢就行，现在得
给人家感谢费，少的一两千，多
的三五千，这也是一笔开支。”刘
同新笑着，自己还算幸运的，上
学时就自己找到了媳妇，“至少
省了介绍费啊。”

五万彩礼是起步

还要再买一套房

田燕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
姑娘，老家在辽宁的她目前在济
南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刚刚休完
婚假来上班，说起老家的婚庆习
俗，田燕又想起了自己结婚当天
的情形，“一团忙乱。”

婚礼当天，天刚蒙蒙亮，田
燕就起床了，准备化妆、更衣，穿
上婚纱的那一刻，心里却莫名紧
张起来。“新郎官来了……”人群
中的欢呼声让她更加紧张。“除
了互相戴红花之外，我们要互系
红腰带，这个腰带不能系上扣，
是讲究技巧地别上。”田燕说，出
嫁前在娘家的最后一顿早餐是
长寿面，“名字好听，其实就是最
普通的面条加鸡蛋。”

吃完长寿面，新娘子要坐
“福”，所谓“福”就是一个包着斧
头的红毛毯，由伴郎说完吉利话
后铺好，并在四角压上红包，新
娘就可以坐在上面了，坐“福”
时，新娘的妈妈会拿来“金银财
宝”，由新娘抓一把后放进早已
准备好的“聚宝盆”带入婆家，剩
下的往往会被好友抢夺一空。

“我家老公真是贪啊，他和我的
好朋友们一起抢的，就他抢的
多。”田燕笑着说，之后的流程和
全国各地差不多，就是乘坐婚车
去新郎家，然后举办婚礼，“又是
敬酒又是送客的，这一天把我折
腾够呛。”

田燕和老公是大学同学，老
公给她戴上婚戒时，无疑是人生
中最美好的时刻，想想从订婚到
结婚的种种，田燕说“结婚真不

是两个人的事儿，这下总算是解
脱了。”在田燕的老家，定亲时，
双方的亲友要见面、聚餐，男方
要给女方定金。“五万块钱的彩
礼钱是起步价，这没算上买房子
的钱。”田燕说，一般是男方买房
子，女方给嫁妆，可能是送家电
或者送装修，定亲时会给一半或
三分之一彩礼，剩下的部分结婚
前再给，“一些地区已经要到十
万八万的了。”

“一动不动”拿不动

彩礼、金饰不能少

赵娜在济南一家传媒公司
上班，因老公老家在威海乳山
市，他们结婚时多按照当地的风
俗进行。“订婚时，婆婆给我准备
了一万零一块钱的彩礼钱。”赵
娜说，因为现在流行的一元钱多
是绿色，婆婆还特别去银行兑换
了红色的一元钱，“我现在还留
着呢。”此外，赵娜的婆婆还给她
准备了一套饰品，项链、耳坠、手
镯，这也是彩礼的一部分。

按照乳山的风俗，男方到女
方家，要用包袱包着钱，寓意包
着福气。“我婆婆当时没用包袱，
买了一个大红色的手提包，包着
彩礼钱给我的。”赵娜说，后来听
老公提起，别看荣成、文登离乳
山不远，风俗却大有不同。荣成
多讲究“三金”、“五金”，主要是
金项链、金手镯、金耳坠、金戒
指、金簪子等，这些除了妆点新
娘外，还寄托了男方家庭对于新
媳妇圆满幸福的期待。在文登，
男方到女方家，要提着两根葱和
一袋猪肉，肉寓意新娘是母亲身
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葱是希望将
来的孩子聪明，成双成对。

“订婚前，两家就一起在济
南给我们买了婚房，全款无房
贷，也算是父母对我们这个小家
的支持。”赵娜说，现在有很多地
方流行的彩礼钱都很重，无疑是
给甜蜜的婚姻增添了沉重的负
担，“毕竟过日子还是两个人的
事儿。”

如今，在很多地区，关于彩
礼最近刚兴起的说法是“一动不
动”，“一动”是指汽车，“不动”是
指房子，即便在当地买一套房子
和一辆普通轿车，算上婚礼的花
销，没有七八十万也是没办法把
媳妇娶进门的。“对一个普通家
庭来说，买套房子就得榨干全家
人的积蓄，更别提再买车了，真
是拿不出来。”济宁市鱼台县的
樊浩宇说，他在家中排行老二，
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好在结婚
时，丈母娘还算开明，帮忙凑了
房子的首付钱，“不然家里仨儿
子，我父母可负担不起这沉重的
彩礼钱。”

春 暖 花
开，又到一年
结婚旺季，仅

“五一”假期三
天，小编就收
到 了 四 份 请
柬，分身乏术
只能让“红包”
去送祝福了。
准新人们即将
走 进 婚 姻 殿
堂，除了让小
两口的甜蜜恋
爱有个完美结
局，还要尽量
让两个家庭都
满意，彩礼的
分量、婚礼的
细节都要一一
商量，达成共
识。

纵 览 各
地，婚庆习俗
也有明显的地
域特色，不妨
跟着下文几对
新人准备婚礼
的脚步，去看
看各地的彩礼
分量和婚礼细
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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