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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流行“三大件”看婚礼形式变迁

岁岁月月里里的的婚婚礼礼印印记记
本报记者 赵清华

五六十年代：

忽略形式

简单纯朴的喜庆婚礼

受访人：王女士
结婚时间：1952年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进入过
渡时期，交通不便、通信不畅通、
物资匮乏成为那个时代的印记。
老百姓的生活依然是艰苦朴素
为主，即便是结婚这样的大事，
也只能是花在上面的时间和精
力比较多而已。

在听到记者询问关于婚礼
的记忆时，今年85岁的王女士忍
不住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

“我和孩子他爸是一见钟情。”说
到这里，王女士捂着嘴笑起来，

“他当时在蒙阴县的银行里上班，
距我家有100多公里远，所以，结
婚前我们只见过几面。”

在约定婚期之后，王女士的
娘家人开始为她置办嫁妆：父亲
买木材、找木匠做几件简单的家
具，在上海当兵的哥哥特地从当
地带回了床单被罩、脸盆、热水瓶
等生活用品，“每一件嫁妆，都是
家人给精挑细选的。因为当时，在
我们当地没有那么多好东西，即
使有，也没钱买。”

“为了给我做嫁衣，母亲去
市场上买来了人家手工织的‘细
布’(与‘粗布’对应)和红染料。”
王女士解释说，当时并没有彩色
的布，做新衣服是需要自己染
色。

在她大喜日子的当天，她早
早起床开始梳洗，盘头、插花、上
妆，穿上母亲给新做的红嫁衣，6
点钟她便美美地坐在“花轿”了。
但那可不是真的花轿，而是用花
被单盖上的独轮小推车，车前面
由一个小伙子用绳子拉着，后面
由一个小伙子推。车上的王女士
既兴奋又紧张。她说，“当时我和
妹妹一人坐在一边，一路摇摇晃
晃的，我俩还挺紧张的，生怕掉
下去让人家笑话。”娘家人抬着
嫁妆紧跟在“花轿”后面，虽然没
有请锣鼓队，途中不一会儿放一
只鞭炮，路上也飘了不少红纸
屑，也很喜庆。

在王女士来到新家时，一群
赶喜的人在家门口已经开始敲
锣打鼓了，“场面非常热闹，看着
还挺感动的呢！”

跨进门槛，算是给王女士的
婚礼画上了句号。没有拜天地的
环节，没有交换信物的环节，也
没有改口要红包的环节，而是直
接与客人们开启了喜宴模式。

七八十年代：

紧赶潮流

前卫时尚的幸福婚礼

受访人：林凤霞
结婚时间：1987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
国进入经济恢复期。随着生活质
量的提高，家庭生活用品 “三
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加上收音机成为炙热结婚必需
品。

50岁的林凤霞是临沂市某
镇级供销社的一名退休干部，近
日，她正为儿子的婚事忙活，她
戴着老花镜看着一张张请帖对
记者说，“如今，孩子们结婚的迎
亲设宴都得提前好久来预订酒
店,度蜜月出游要提前办护照,要
做的事太多了,不像我们那时候
那么简单喽！”

1987年，林凤霞和镇上“首
富”的儿子结婚。结婚当天，她身
披一件红色缎面夹袄，一条深蓝
色涤卡裤子，坐上了她的婚车。
那时候，结婚用轿车刚刚开始流
行，原本想为亲家省钱的父亲，
熬不住母亲的念叨。“人家才不

会在乎那么点钱呢！女儿就这么
一个，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想
让她坐马车吗？！”最后，男方家
还是答应了用小轿车给女儿做
婚车。

于是，在敲锣打鼓和花炮声
里，还有邻里朋友的欢呼声中，
迎来了新娘林凤霞乘坐的吉普
婚车。婚车一停，早已在门口等
待多时的新郎官把车门打开，她
踩着年糕来到新房。“过了门后，
我们俩吃了一份宽心面，两个荷
包蛋，就完成了所有的结婚仪
式。”林阿姨说，没有双方父母的
见证，没有拍一张照片，甚至连
敬酒的环节都没有。“亲戚朋友
们都去公公家里吃饭去了，就我
们俩在新家里等着，亲朋们都散
去了，我们俩才开始吃饭，真是
饿疯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林
凤霞略带埋怨道。

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婚
礼形式，虽然在如今看来，他们
的婚礼特别简单纯朴，但回忆起
当时坐在小轿车里的情景，林凤
霞依旧感觉“特别风光”。与此同
时，当时结婚的“三大件”——— 自
行车、缝纫机、手表，林凤霞都
有，并且选了最前卫的款式。

“‘大金鹿’在当时算是比较流行
的，但是我们买了‘永久’牌的，
它的车把是弯的，而且链条也很
漂亮，走路的时候还‘铃铃铃’作
响……”

2000年前后：

土豪大比拼

攀比追风的砸钱婚礼

受访人：袁虎
结婚时间：1999年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进
入迅速发展时期，人们的生活水
平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人们的
思想观念也不断变化，新人对幸
福的追求更为强烈。但是，在好
多人看来给儿女举办的婚礼是
否场面也是一个家庭是否富裕
的一个面镜子，而在这种思想影
响下，婚礼成为砸钱的游戏。

1999年大学毕业的袁虎,是
毕婚一族。在毕业第二年，他和
相恋了4年的同学刘萍步入婚姻
的殿堂。

新房是父亲给买的两层小
洋楼，因为姐姐是一家装饰公司
的主管，为了弟弟的婚礼，姐姐
费了不少心。在装饰上，她没有
使用单纯的粉刷墙面，而是采用
了壁纸包装，而且墙体装饰分为
两层，上面是丝绸面的软包，下
面是合成板材的墙包。没有简单
使用置于屋顶的吊顶，而是采用
了钉在墙上的莲花壁灯。另外，
地上铺了当时最时髦的花瓷砖。
时到如今，再来看看袁虎的房
子，应该也还算是“超级土豪”级
别的。

“单单准备好了房子，就说
准备给儿子结婚，那会被别人笑
话的。”袁虎的父亲说，空调、彩
电、电冰箱、洗衣机，还有家庭影
院都是需要准备，而且，“不要最
好，只要最贵”的思想在他们家
发酵得很严重。

与袁虎商量婚期的时候，他
的父亲碰了一鼻子灰。“我们俩
是想旅行结婚，就不举办什么老
传统的婚礼了。”袁虎说，不过，
姜还是老的辣，父亲“软磨硬
泡”，最后竟然搬出祖宗来说事，
于是，他们俩还是乖乖地听从了
安排。最后在石家庄、日照、临沂
三个地方各举办了一场婚礼，

“当时是真心累啊！”
“可能是因为父母钱袋子一

下子都鼓起来了吧！他们生怕别
人结婚置办得比我们好，会感觉
没面子。而且在当时竞相攀比很
流行，似乎越是砸钱多的婚礼越
叫人看得起。”袁虎无奈地说，感
觉当时的婚礼就是钱砸出来的，
当然，身边也有好多同事有着和
他一样的经历。

如今：

婚礼形式各异

我的地盘我做主

受访人：张雨欣
结婚时间：2010年

进入21世纪后，昔日被贴
“不靠谱”标贴的80后们也都到
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紧接着还有
一大拨标榜“任性”的90后“小鲜
肉”也跨入已婚行列。不再是孩
子的他们，生活中更崇尚自由，
说起结婚这件事，他们都有自己
的“主打歌”。

85后的张雨欣，是济南市一
名媒体从业人员，十年前她与她
的白马王子相爱，五年前他们俩
步入婚姻殿堂，两年前，她有了
她的“小白马”。

2010年结婚的张雨欣家里
电视机、冰箱、洗衣机、音响、空
调、电脑等一件不少。“谈房子、
谈票子都显得太老土了，我感觉
结婚就是要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方式。”

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张雨
欣并没有太多的依赖父母，而是
在父母的支持下，跟老公一起做
了很多准备：挑饰品、买衣服、制
定婚礼流程、宴请计划、蜜月攻略
等等。“两个爸妈都已经都很辛苦
了，所以结婚大部分的事情都是
我们自己来搞定。”

张雨欣夫妻俩遵循传统，将
婚礼定在老公的胶东老家举行。
因为结婚时间距中秋节太近，所
以他们就把回请娘家人的时间
提前到婚礼之前。“像我们这样
把回请时间提前的可能并不多
见，但是考虑到大家中秋节都要
回家团圆，我们只能这样了。”

婚礼结束之后，张雨欣和老
公愉快地乘上飞往普吉岛的飞
机，开启了他们为期一周的海岛
蜜月之旅。除了担心那里“慷慨
的阳光”把皮肤晒黑外，张雨欣
一路欣喜，享受着海岛度假与购
物血拼的双重快乐。各类化妆
品，寓意吉祥的纪念品，还有一
些特色礼品都成为张雨欣的血
拼对象。“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
简直太轻松了。还有那醉人的泰
式按摩，那舒服的感觉到现在也
忘不了。”

“其实，身边也有很
多朋友因为没房而将婚
期一推再推的，我虽然
理解但是不认同，在我
看来，在合适的年纪遇
到合适的人，做该做的
事(结婚)才对，而不能
限于房子、票子等外在
因素。如今不也很流行
裸婚的嘛！”张雨欣说。

鹃交杯喜酒

交杯酒的习俗开始于周
代。《礼记·昏仪》记载：夫妇共
牢而食，合卺而握。合卺其实
就是以一瓠瓜剖成两个瓢叫

“卺”。举行结婚仪式时，新郎
新娘各执一方即用酒漱口，就
叫“合卺”。所以人们以合卺为
结婚的代称。此俗演变到后来
为吃“交杯酒”。

鹃花烛之夜

在古代，婚礼中使用的蜡
烛上多半绘有龙凤彩饰。后世
以花烛誉为结婚。何逊《看伏
郎新婚》诗云：“何始花烛夜，
轻扇掩红装。”新婚这夜，新娘
新郎通宵不睡，谓之“守花
烛”。不守花烛者，新人睡后，
搀扶、伴娘须时时进房察看花
烛有无损漏，恐有不祥之兆。
迷信者有“左烛尽新郎先亡，
右烛尽新娘先亡”之说，故如
一烛灭时，即将另一烛熄灭。

鹃闹洞房

这可以说是婚礼中的高
潮环节。闹洞房除逗乐之外，
还有其他意义。据说洞房中常
有狐狸、鬼魅作祟，闹洞房能
驱逐邪灵的阴气，增强人的阳
气，据此有俗语：“人不闹鬼
闹”。闹洞房从积极的意义上
说还是能增添热闹气氛，驱除
冷清之感觉的，因而有的地方
又称之为“暖房”。

据《扬子晚报》

链接

古代婚礼

之趣谈

中式婚礼穿凤衣戴凤
冠，凤衣凤冠是绣有凤龙
图案和彩饰的衣冠，象征
吉祥富贵，为古代贵族所
独有，后不分贵贱，行于一
般女子，继而又传袭于婚
礼，但因家庭贫富而有所
增减。古代婚礼有哪些有
趣的习俗？

结婚，是每
个人一辈子的大
事，也是每个家
庭乃至家族的大
事。不管哪个年
代，为了筹备婚
礼，男女双方家
庭一般都要置办
几件至少在当时
颇 为 流 行 的 物
品。从上世纪五
六 十 年 代 的 脸
盆、镜子、木箱等
简单的家居生活
用品，到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自
行车、手表、缝纫
机，再到现在的
车子、房子和票
子。几十年间，俗
称的“三大件”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与此同时，还
有从坐着小推车
到豪车撑场面，
从在家宴请来宾
到旅游胜地的豪
华婚礼等婚礼形
式的变迁，在印
证着社会经济发
展的同时，也映
射出人们思想观
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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