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庭①式微：理解粤北宗族村落彩礼变迁的一

种视角

———基于城村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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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粤北宗族村的彩礼相对于全国彩礼高涨的形势ꎬ不增反

而下降ꎮ 本文通过对婚姻彩礼行为的分析ꎬ透视了粤北传统宗族村落家

庭生活方式的变迁ꎮ 在大家庭生活式微的过程中ꎬ婚姻彩礼从由长辈主

导到由子女主导ꎮ 彩礼在婚姻中的作用逐渐弱化ꎬ彩礼价格也相对下

降ꎮ 大家庭逐渐丧失公共性ꎬ长辈从家长的公共角色转变为父母这样的

私人角色ꎮ 随着家庭政治经济的嬗变ꎬ家庭内的伦理道德丧失了存在的

需要和基础ꎬ情感成为家庭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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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在家家都有钱了ꎬ不像过去了ꎬ女儿也是自己的肉嘛ꎬ其实不用

给也行的”ꎬ在笔者问及彩礼的问题时松新如此回答ꎮ 笔者在访谈中发

现ꎬ老一辈人的彩礼价格比现今年轻人彩礼价格价格高出很多ꎮ 长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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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ꎬ笔者还是遵照当地人普遍遵守中国传统的习俗将孕育小家庭的母家庭称为大家庭ꎮ
笔者将夫妻家庭和核心家庭按中国和当地的习俗称为小家庭ꎮ 同时当地人也喜欢将房头、
宗族称为大家庭ꎬ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只将“大家庭”一词限定于孕育小家庭的母家庭ꎮ



注华北地区高彩礼现象的笔者ꎬ不禁对粤北当地①的彩礼现象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ꎮ

调查发现ꎬ当地的彩礼价格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时平均为 ４００ 元ꎬ当时

的工分水平是 ０.３ 元 / 天ꎻ８０ 年代初的彩礼价格是 １０００ 元ꎬ当时外出打

工的最高工资是 ２ 元 / 天ꎮ １９９５ 年之前是 ３０００ 元左右ꎬ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１０

年前大约是 ５０００ 元ꎬ２０１０ 年之后大约是 １ 万元ꎮ 因此ꎬ７０ 年代时的彩礼

价格需要劳动力不吃不喝干几年ꎬ而现在的彩礼价格只需要一个人打工

几个月ꎮ 包括华北在内的全国农村大多是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ꎬ彩礼价

格年年攀升ꎬ农民的说法是“一年一个形势ꎬ还是早做打算(早点为儿子

准备结婚彩礼钱)”ꎮ 而粤北彩礼价格不升反降不禁引起了笔者的探索

欲望ꎮ

学界对于彩礼性质的研究颇多ꎬ刁统菊(２００７)将其总结出六种主要

的理论成果:继承说ꎬ福利说ꎬ劳动价值说ꎬ竞争说ꎬ家庭意图说ꎬ财产转

移说ꎮ 王德福(２０１４)认为ꎬ“如果从彩礼性质的角度梳理ꎬ大致可以分为

交换说、转移说和象征说”ꎮ “交换说”这一理论认为ꎬ婚姻是两个家庭之

间进行女性资源交换ꎬ女性作为一种资源可以给男方家庭带来劳动力和

家庭繁衍ꎻ另一方面ꎬ在把女儿抚养成人的过程中ꎬ女方家庭付出了很多

经济资源ꎬ因此要求男方补偿女方家庭的养育成本ꎬ这种补偿在乡土中

就叫彩礼或者聘礼ꎮ («现代汉语词典»ꎬ１９９０:１０１)吉国秀(２００６)发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前ꎬ辽东地区的男方家庭需要给女方“买衣服钱”和

“养钱”ꎬ其中的养钱就是作为男方家庭给女方家庭的补偿ꎮ 研究初民社

会的人类学也大多用偿付理论解释彩礼钱ꎮ 初民社会中ꎬ个体的婚姻主

要是通过“交换”的方式实现ꎬ而“在全局交换中ꎬ为了防止相互赠予的不

平衡ꎬ所以创造了婚姻补偿机制ꎬ即男方家庭以劳役、实物或金钱的形式

向女方家庭支付‘新娘价格’”ꎮ (安德烈比尔基埃ꎬ１９９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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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东省清远市西北部一个传统的粤北宗族村落ꎮ



“‘转移说’的代表是婚姻资助理论ꎬ婚姻转移理论认为包括彩礼在

内的婚姻支付是实现代际之间财富转移的机制ꎬ新婚夫妇通过这一制度

性安排获得对相对时尚物品的占有权ꎬ增强了独立生活能力ꎬ减轻了未

来生活压力ꎮ”(王跃生ꎬ２０１０)财物从男方家庭以彩礼的形式转交给女方

父母ꎬ女方父母出于对子女婚后小家庭婚姻幸福的角度考虑ꎬ将所获彩

礼的大部分甚至更多转移给子代家庭ꎮ 其中也出现结婚的男女青年联

合向男方父母谋求更高彩礼ꎬ以提前将父母的财产转移到新婚家庭中ꎮ

婚姻支付从给予父母的补偿转变为给予子代家庭的转移ꎬ源于农村代际

关系中的天平向子代家庭转移ꎬ子代家庭开始获得来自父母的更多资源

和权力ꎮ (熊凤水ꎬ２００９)

中国是一个处于快速变化中的巨型社会ꎬ全国各地的彩礼实践存在

较大差别ꎬ以及在不同时期的彩礼实践也会出现变化ꎮ 阎云翔(１９９９:

１９３、１９４)对下岬村 １９４９ 年以来村庄彩礼和嫁妆的变迁进行研究发现ꎬ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早期ꎬ婚姻交换实践可以用婚姻偿付理论来解释ꎻ从

６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婚姻交换的资助功能逐渐凸显出来ꎻ７０ 和 ８０ 年代接

踵而来的变化都是朝着有利于新婚夫妇利益的方向发展:定亲礼用于资

助新婚夫妇而不是对交接权的偿付”ꎬ从而在同一地点讲清楚彩礼从以

家庭为对象的补偿转变为以子女为对象的资助ꎮ

当地的婚姻实践中ꎬ彩礼一直以来都给予女方父母ꎬ只是在过去给

予父母的彩礼相对较多ꎬ具有实际的经济意义ꎬ现在给予父母的彩礼实

际经济意义不大ꎬ更多的是出于婚姻习俗传统以及女儿、女婿和男方父

母对女方父母的尊敬ꎮ 本研究中田野调查地点的彩礼数额较少ꎬ婚姻的

各方当事人对彩礼和嫁妆的数额并不敏感ꎮ 因此ꎬ如果从实际的经济意

义看ꎬ无论是彩礼转移说还是彩礼补偿说都不能说明当地的婚姻和彩礼

实践情况ꎮ 而从婚姻各方当事人在婚姻实践和彩礼实践的过程中ꎬ可以

看出各方当事人将彩礼作为对女方父母的补偿仪式ꎮ 如女婿和女儿一

起把自己打工挣的钱给女方父母作为彩礼ꎬ他们把这个必须给父母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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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育生钱”“奶水钱”ꎬ意思即为补偿父母对女儿的养育之恩ꎻ男方父

母把钱给女方父母时会认为ꎬ“他们把女儿养这么大也不容易ꎬ要吃饭还

要读书ꎬ都是做父母的”ꎮ 同时女方父母对彩礼具有绝对的处置权ꎬ过去

会将大部分彩礼留下ꎬ少数用于购买箱子脸盆等实物作为嫁妆给予女

儿ꎮ 现在父母大多会将办完女儿结婚喜酒的剩余大部分彩礼通过现金

或者实物的方式作为嫁妆返还给女儿ꎬ但女方父母有最终处置权ꎬ这个

处置权并不只是婚姻彩礼的仪式所赋予的ꎬ更是婚姻各方当事人在情感

和道德意识上认可父母将彩礼钱留下来ꎮ 因此ꎬ本文以彩礼补偿说作为

本研究对当地彩礼实践的基本认识ꎬ但是在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ꎬ当地

的婚姻和彩礼实践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ꎮ 为了能够完整还原彩

礼的实践经验ꎬ本研究将彩礼变迁放到一个具体的村庄时空中进行分

析ꎬ考察彩礼变迁背后的婚姻变迁和家庭变迁的机制ꎮ

二、传统①时期的婚姻彩礼———改革开放至 ２０００ 年左右

笔者调研的村落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西北部ꎬ是一个传统的粤北宗族

村落ꎮ 全村共有 ６００ 多人ꎬ１２０ 多户ꎮ② 全村为单姓村ꎬ分为四个大房ꎬ

清朝初年从临近的塘村搬迁至此ꎮ 当地农业经济薄弱ꎬ土地稀少ꎬ当地

的说法是“七山一水两分田”ꎬ人均耕地不足一亩ꎮ 因此ꎬ各个村落和宗

族之间常常爆发争夺资源的械斗ꎮ 解放前匪患不断ꎬ各个村落还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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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使用“传统”一词主要是为了表述的方便ꎬ但是对“传统”家庭、婚姻和彩礼的研究时间

节点在改革开放至 ２０００ 年左右ꎮ “传统”主要表现在当地家庭关系较为封建保守ꎬ大家庭生

活方式ꎬ父系家长权威ꎬ女儿和妇女地位较低ꎮ 华南山区的宗族村落比较保守ꎬ同时内部血

缘组织、祖先信仰和规范的高度匹配与完善ꎬ使其传统家庭生活秩序受到冲击较弱ꎬ家庭关

系比较封建传统ꎮ 这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较为彻底的华北地区ꎬ这也是今天两地乡村家庭

生活方式存在诸多差异的原因之一ꎮ 而对当地家庭生活影响比较大的是市场化影响后的打

工经济ꎬ因此根据田野调研的实际情况将差异比较的时间节点放在大规模打工经济开始的

九十年代末期ꎬ也即 ２０００ 年左右ꎮ
根据学术惯例ꎬ本文已对相关人名和地名进行技术处理ꎬ特此说明ꎮ



解放前的炮楼和城墙ꎮ 解放前当地客家村落为半军事化组织ꎬ每个成年

男性都要上战场ꎬ因此ꎬ客家女人不裹小脚ꎬ女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ꎮ

即使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ꎬ因处于一个男性半军事化的宗族组织中ꎬ

所以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还是很低ꎮ 由于耕地不足ꎬ以及当地人

思想保守落后ꎬ当地直到 ２０００ 年才开始种植经济作物砂糖橘和开启大

规模的打工经济潮ꎬ家庭经济才开始好转ꎮ

(一)作为家庭边缘人的女儿

当地以前生育的子女数量较多ꎬ家庭比较贫困ꎬ家长将所有精力都

放在完成子女最基本的抚养和成家立业上ꎮ 正如曾安所说:“家长一生

的努力就在于给每一个儿子至少一间土房子用于结婚ꎬ给儿子筹足结婚

的彩礼钱和酒席钱ꎮ 尽量供每一个儿子都能完成义务教育ꎬ让每个女儿

都能够识字ꎮ” 此时的父母只能将精力用于完成最基本的家庭伦理任

务———给大家庭传宗接代ꎬ家庭很少将资源用于非伦理性的情感事物ꎬ

因此女儿作为家庭伦理边缘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很低ꎮ

作为传统的宗族村落ꎬ个人以家庭为重ꎬ家庭中父亲地位最高ꎬ家庭

的主要价值在于完成传宗接代ꎬ家庭中留给个人的生活享受、自由空间

和资源都比较少ꎮ 因为只能由儿子来完成家庭的传宗接代的伦理任务ꎬ

所以ꎬ从非情感的家庭伦理价值角度看ꎬ女儿在家庭中就毫无地位价值ꎬ

当地人因此认为女儿是“吃浪米”①ꎮ 这时候家庭看待女儿就是工具性

的ꎬ从家庭再生产的角度去看待女儿给大家庭带来的收益和成本ꎮ 客家

人的女儿从小不被家庭和亲戚待见ꎬ稍微长大一些就要帮助家里干活ꎮ

目前的中年妇女很少有初中学历ꎬ大多数人是小学未读完就辍学回家

劳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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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客家方言ꎬ表示一个人白白吃家里的饭而没有回报ꎮ



案例一:王氏(５４ 岁)ꎬ“家里只有大哥和小弟读到初中ꎬ我们三

个姊妹都是小学没读完就回家里干活了”ꎮ 笔者问:“为什么只有男

的读到初中?”王氏:“那时候家里穷ꎬ孩子又多ꎬ只有钱供男孩读书ꎬ

男孩子肯定要读书的嘛ꎬ他们要给家里接种(传宗接代)ꎮ 不像我们

女孩子ꎬ父母和老人家说ꎬ反正女儿都是给别人家养的ꎬ给你读到小

学就不错了ꎬ我们这里好多妹崽都是小学没读完就回家帮忙干活照

顾弟弟妹妹的ꎮ 我们这个地方最封建的ꎮ”

父母看待儿子的角度是帮助家庭、祖先完成传宗接代和开枝散叶的

伦理价值ꎮ 如当地人德慈说:“儿子是留来做种的ꎬ女儿是不小心生出来

的ꎬ生出来后父母不忍心丢掉ꎬ就要花费钱财将女儿养大ꎬ最终女儿又要

嫁出去给别人家传宗接代ꎮ”他们认为女儿是帮别人家养的ꎬ父母会从女

儿对于大家庭的收益成本角度将女儿看成与家庭对立的客体看待ꎮ 因

此ꎬ当地的女儿从小受到的疼爱就很少ꎬ父母尽量减少对女儿的投资ꎮ

在家庭中女儿主要是用于做家务和进行生产劳作ꎬ因此会尽可能早的让

女儿出来挣工分ꎬ同时也尽可能让女儿晚出嫁以便能多帮家里干几年

活ꎬ尤其是一些下面有多个弟弟妹妹的家庭ꎬ女儿大多会辍学和晚婚ꎮ

典型者如刘氏ꎬ１９６３ 年出生ꎬ文盲ꎮ 有两个姐姐ꎬ一个哥哥ꎬ一个弟弟ꎬ一

个妹妹ꎬ排行老四ꎮ 因为弟弟妹妹都还在读书ꎬ家里穷ꎬ所以就在家多留

了几年帮忙干活ꎬ本来从 ２３ 岁开始就有人上门介绍ꎬ但是父母不想让她

嫁ꎬ直到 １９８７ 年(２４ 岁)才嫁到上村ꎮ 在中国的儒家文化内化了的宗族

社会中ꎬ人们把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和男系家庭的传宗接代提高到了人

生价值的高度ꎮ 人没有自我价值ꎬ而是以家庭为价值和归属ꎬ而这个家

庭以男系为中心ꎬ因此女性在其中的地位就很边缘ꎮ 在传统家庭中ꎬ女

性不仅在生产上依附于男性ꎬ在精神价值上也依附于男性ꎮ 在南方宗族

传统文化强的地方ꎬ女性即使成了家庭的主要经济生产者ꎬ也依然地位

边缘ꎮ 进一步说ꎬ正是因为女性在家庭中的先天伦理地位绝对边缘ꎬ女

７６１

大家庭式微:理解粤北宗族村落彩礼变迁的一种视角



性才会在后天通过努力孝敬公婆、传宗接代和承担经济生产责任ꎬ以求

得在家庭生活中的位置感ꎮ 同理ꎬ在父家的女儿ꎬ为了求得心理上和外

在家庭结构上的位置感ꎬ一般都很早熟ꎬ从小积极帮助父母干活ꎬ照顾弟

弟妹妹ꎬ气质上少了很多女童的天真任性ꎬ往往低调沉稳ꎮ① 宗族村落中

女人地位边缘化ꎬ不只是由于经济能力功能上的ꎬ更多的是由于伦理文

化价值层次的原因ꎮ

(二)父母主导的婚姻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年轻人无外出打工的机会ꎬ八九十年代开始有年轻

人外出打工ꎬ但主要在村庄附近打零工ꎬ年轻人尤其是女孩的生活交往

依然在家庭和村庄的监视之下ꎮ 因此ꎬ即使在解放后的妇女解放和婚恋

自由的话语下ꎬ当地的婚姻还是由父母代表的大家庭主导ꎮ 由家长依据

大家庭的利益来决定女儿的婚事ꎬ儿女的婚姻也就由双方家长主导ꎬ彩

礼和嫁妆也是由双方家长依据当地习俗进行博弈斗争妥协的结果ꎮ 因

男方是娶妻完成传宗接代和添加家庭劳动力而作为婚姻的受惠方ꎬ因此

彩礼价格和婚事主要由女方家长决定ꎮ

为家庭利益管制女儿的婚姻ꎬ这是 １９８５ 年全国妇联联合调查组在

闽南农村彩礼调研时的分析ꎬ“作为女方ꎬ女儿长大本是家庭的一个好帮

手ꎬ可出嫁后ꎬ成了人家的劳力ꎬ在农村ꎬ女方父母毋需女儿养老ꎬ而又没

有固定收入ꎬ当女儿出嫁时ꎬ总希望对方以彩礼的形式ꎬ交付一部分女儿

的抚养费和报答他们的赡养费ꎬ以弥补自家的经济损失ꎮ” (全国妇联联

合调查组ꎬ１９８７)女方家长主要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权衡彩礼价格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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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心理状态很类似于韦伯(１９８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ꎬ新教徒因为不确证自己

的选民位置ꎬ内心充满了焦虑ꎬ缺乏天主教徒那种先天选民的优越ꎬ因此他们的信仰会更为

虔诚ꎬ更加努力地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动ꎬ以在心理上克服无位置的焦虑感ꎬ从而喷薄出了

强大的行动能力ꎮ 同时他们也成了涂尔干(１９９６)«自杀论»中自杀率最高的教徒ꎬ加尔文教

引起了教徒心中巨大的张力ꎮ



越是贫穷的家庭ꎬ出嫁女儿下面弟妹越多的家庭ꎬ尤其是还有男孩需要

这笔彩礼钱去完成婚事时ꎬ家长就会多要一些彩礼钱ꎮ ２０００ 年前当地较

为贫困ꎬ生育的子女数量也比较多ꎬ因此彩礼价格比当时的经济水平高

出很多ꎮ 女方家庭越穷要的彩礼就会越高ꎮ 家长管制女儿婚姻的主要

目的是依靠女儿的劳动力和彩礼钱补充家庭经济ꎮ 如曾亚福的“小妹

１９７８ 年(２１ 岁)结婚ꎬ４９０ 元彩礼ꎬ父母根据家庭情况和一般的情况来定

这个价格ꎬ不像现在这么开放由女儿自己来定彩礼价格ꎮ ２０００ 年之后女

儿开始说上话了”ꎮ

在经济资源有限时ꎬ以传宗接代为最高价值追求必然视女儿为一个

客体ꎮ 婚姻中的男方家庭将女性当做“生仔” 和“帮忙家里” 的工具看

待ꎻ女方家庭在伦理价值和情感的权衡中ꎬ认为女儿至少“不能白养了”ꎬ

需要女儿回馈家庭ꎮ 婚姻实质是两个家长为实现各自的家庭再生产任

务而交换女性资源ꎬ婚姻中子女的爱情是次要的ꎬ大家庭的利益是主

要的ꎮ

为传宗接代负责儿子的婚姻“作为男方家庭ꎬ娶媳妇是关系到生儿

育女、传宗接代的大事ꎬ媳妇过门不仅为男方家庭增加劳动力ꎬ还可扩大

家族成员ꎬ养儿防老ꎮ 男方为了娶一个体魄强壮的、能干的、会生儿子的

媳妇ꎬ宁愿花本钱ꎬ甚至负债累累也要给彩礼ꎮ 这笔彩礼ꎬ不仅意味着给

对方转让劳动力的补偿ꎬ还意味着不许悔婚ꎬ促进婚姻的稳定” (全国妇

联联合调查组ꎬ１９８７)ꎬ男方家长为了给儿子结婚不得不向家家户户借

钱ꎬ他们大多要向本房人家每家借一头猪去卖ꎮ １９８０ 年的彩礼价格大约

是 ８００ 元ꎬ相对于这时的家庭收入是比较高的ꎬ需要一个家庭几年的积

蓄才可以攒够彩礼钱ꎮ 而女方家庭会将大部分彩礼留在大家庭中ꎬ只有

极少数转换成嫁妆给女儿带到男方家ꎬ通常是脸盆、毛巾等生活用品ꎬ价

值大约在 １００ 元以内ꎬ当时个别条件好的女方家庭会用这部分钱办

喜酒ꎮ

这时彩礼的性质是两个家长代表两个大家庭为了完成各自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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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任务而进行的交换ꎬ用女儿来交换彩礼ꎬ按照当地人通俗的说法

就是“卖女儿”ꎮ 他们把彩礼作为男方家庭补偿给女方家庭养育女儿的

钱ꎬ或者作为获得劳动力的补偿ꎮ 如果ꎬ实际情况中ꎬ女方家庭比较穷

困ꎬ又有很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ꎬ又或者还有一个兄弟正在等着这笔彩

礼钱结婚时ꎬ女方就会要高价彩礼ꎬ这时候彩礼钱就不是双方家庭结为

亲家时温情脉脉的礼仪活动ꎬ而是只有当男方家庭按时足额交付彩礼钱

后ꎬ女方父母才会同意女儿出嫁ꎮ 即使女儿看上了男方ꎬ在彩礼不足的

情况下父母还是不会愿意女儿出嫁ꎮ

(三)长兄主导的婚姻

在当地ꎬ那个时代的人缺乏权利意识ꎬ也缺乏自我价值感ꎬ一切以家

庭为重心ꎮ 父母的地位和权力即代表作为代际关系中的长辈地位ꎬ同时

父母更是作为一个家庭的当家人①而获得对于家庭成员的权力ꎮ 因此ꎬ

除了父母之外的当家人(一般为长兄)也一样具有对于家庭成员很大的

权力和责任ꎮ 权力体现在统和家庭成员的经济收入ꎬ包括获取妹妹的彩

礼上ꎮ

部分家庭女儿的婚姻不是由父母主导ꎬ但主导婚姻的逻辑依然是由

代表大家庭利益的当家人主导女儿的婚姻和决定彩礼价格ꎮ 当父亲过

世ꎬ或者父亲年老不当家而由长兄当家时ꎬ女性的婚姻和彩礼就由长兄

主导ꎬ并且由长兄来收取彩礼ꎮ 如果大家庭分家之后ꎬ女儿分给哪个兄

弟ꎬ其婚姻和彩礼就由哪个兄弟主导和占有ꎮ 所以ꎬ该地在分家时一般

会把未婚的女儿分给家庭较为困难或未婚的兄弟ꎬ就是为了让这个儿子

能够获得女儿的彩礼钱ꎮ 佛金家就是这样ꎬ“当时把小妹分给弟弟就是

因为小弟没有成家ꎬ小妹的出嫁彩礼钱可以给小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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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当地语境中ꎬ“当家人”即为掌管家庭收支大权的人ꎮ 在大家庭生活中ꎬ一般父亲为当家

人ꎬ父亲年老后会有一个正式退休ꎬ宣布退休后一般有长兄接任当家人角色ꎮ



与此同时ꎬ作为当家人的长兄要负责未婚弟弟的成家立业ꎮ 如曾亚

福的小弟 １９７４ 年出生ꎬ１９９５ 年(２１ 岁)结婚ꎮ 老婆是朋友的妹妹ꎬ自由

恋爱ꎬ谈了一年多ꎮ “女方家很有钱ꎬ哥哥做房地产的ꎬ不缺钱ꎬ结婚时没

要彩礼ꎬ还送了一套房子市价一二十万ꎬ但是只给了五万块成本钱ꎮ 买

房的五万块我出了两万五ꎬ我问姐妹和阿姨借了二万多ꎮ 钱是由我

来还ꎮ”

专门讲述长兄主导的婚姻ꎬ主要在于阐明当家人和大家庭的内涵ꎮ

父母并不等同于当家人ꎬ父母是家庭血缘关系中的私人角色ꎬ相对于儿

女而存在ꎬ而当家人是公共角色ꎬ相对于所有家庭成员和家而作为当家

人的角色ꎮ 因此ꎬ长兄也一样可以作为当家人的角色ꎮ 当地的家庭生活

和再生产模式以大家庭为主ꎬ由多个已婚的小家庭、未婚子女和父母构

成ꎬ家庭中需要一个当家人支配所有人的经济收入和开支ꎮ 父母和子女

的关系带有更多的个人关系ꎬ以及可以容纳更多的个人情感ꎬ是做为一

种私的关系存在ꎮ 而当家人和子女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公的关系存在ꎬ因

此其中较缺乏私情ꎬ更多考虑家这个公家的公德ꎮ 当父母或者长兄要当

好一个家时ꎬ他就不能掺杂太多私情ꎬ此时的女儿或者妹妹就更多地作

为家中未嫁女性的角色ꎬ此时的彩礼是给予当家人支配ꎬ而不是给予父

母或长兄ꎮ 彩礼之中表达情感作用较少ꎬ而其中的家庭伦理道德和经济

色彩更重ꎮ 在新时期的自由婚姻中ꎬ大家庭实质上瓦解ꎬ当家人的角色

形式化ꎬ此时给予父母的彩礼钱更多的是表情表意的功能ꎮ 彩礼给予女

方大家庭的伦理意义和经济意义都虚化了ꎬ而女儿在父女和母女关系中

的骨肉关系还存在着ꎮ 此时的彩礼更多体现的是家庭中个人之间的亲

属关系ꎬ其中既包含个人道德性的关系也包含着个人情感性的关系ꎮ

如:在新时期的婚姻中他们常把彩礼描述为道德情感色彩浓厚的“奶水

钱”“育生钱”“为报父母恩”ꎮ 在这几十年间ꎬ从给家长到给父母ꎬ从给

大家庭再生产的实质伦理功能到伦理作用的形式化ꎬ从更多的伦理道德

性转变为更多的表意表情作用ꎬ彩礼也从一种有实质意义的“硬”要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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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表达性、仪式性、道德性的“软”需求ꎮ 新时期的彩礼大多不给兄长ꎬ

即使父母不当家ꎬ彩礼钱依然给父母ꎬ而不给当家的兄长ꎮ 大家庭生活

实质上瓦解或者不需要起实质作用之后ꎬ包括婚姻彩礼在内的家庭生活

中ꎬ强制性的家庭规则转变为形式化的仪式ꎻ家庭的公共性让位于私人

性的亲属关系ꎻ原来调节家庭公共生活的人际道德关系还保存着(如父

慈子爱、兄友弟恭等)ꎬ但是其中缺乏来自家庭和村庄房族的强制性ꎬ家

庭内人际道德关系从具有公德属性转变成私德ꎮ

传统时期彩礼价格相对于人们生活水平来说是比较高的ꎬ通常需要

一个家庭几年的积蓄ꎮ 这时的家庭也很贫困ꎬ家庭子女较多ꎬ家庭再生

产的压力大ꎬ父母通常从完成家庭再生产和传宗接代的角度工具性地看

待女儿ꎬ尽量节约女儿的生养和教育成本ꎬ尽可能多地让女儿在家里干

活ꎬ尽可能提高女儿的婚姻彩礼价格ꎬ减少嫁妆的支出ꎮ 女儿也自觉从

自己为家庭能够做出多少贡献来衡量自己的价值ꎬ在婚姻和彩礼上多听

从父母的安排ꎮ 这时的婚姻是不自由的ꎬ是由双方家长根据各自的家庭

利益进行的博弈和妥协ꎮ 同时ꎬ这时期的女儿ꎬ在家庭经济困难的背景

下和社会主导舆论对于女儿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下ꎬ也自觉从大家庭的角

度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ꎬ大多自觉将自己的婚姻主导权和彩礼定价权交

由父母主导ꎮ 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ꎬ“由于文化素质低ꎬ她们的自我意识

弱ꎬ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只能是出嫁要彩礼ꎬ为家庭增加一些收入ꎬ或者为

兄弟娶媳妇助一臂之力”ꎮ (全国妇联联合调查组ꎬ１９８７)

(四)反常婚姻行为———为了爱情不孝顺父母

当时的生产大队每年都会招收男女青年到大队茶厂采茶ꎮ 这些来

自不同自然村的男女青年们在一起生产生活ꎬ成了那个时代最早“自由”

恋爱的人ꎬ同时也使得大队茶厂的男女青年成了饱受村庄舆论唾骂的人

群ꎬ他们被说成伤风败俗ꎬ不孝顺父母ꎮ 因为女子的婚姻不是通过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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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下的相亲ꎬ父母很难主导结婚的方式ꎬ也就失去了控制子女婚姻的

手段ꎮ 这时候的女方家长也就失去了婚姻的决定权ꎬ同时失去了彩礼的

定价权ꎮ

案例二:曾二妹ꎬ１９６２ 年生ꎬ小学学历ꎬ在大队茶厂干活认识了

她老公ꎬ自由恋爱ꎬ１９８２ 年(２０ 岁)结婚(男方家兄弟两个ꎬ父母身体

不好ꎬ想早点娶她过门帮忙干活)ꎮ 当时家里经济压力大ꎬ弟妹还在

读书ꎬ劳动力不够ꎬ生活超支ꎬ父母想留她在家里多一年多干点活ꎬ

她不听ꎬ骂她不管用还是嫁了ꎬ彩礼只给了 １９０ 元ꎬ父母发火ꎬ一分

钱嫁妆都没给ꎮ “彩礼很低ꎬ但是他们两个人相爱了ꎬ男方家庭条件

不好ꎬ他哥哥就拿了 １９０ 块过来了ꎬ就这样了ꎮ 村民邻居会讲她闲

话的ꎬ但是管不了就算了ꎬ由她去了ꎬ反正年龄也差不多了ꎮ”笔者

问:“村民是怎评价的?”曾亚福:“大家肯定骂女的ꎬ结婚年龄太小ꎬ

不帮家里多干活ꎬ女孩子家不孝顺父母ꎬ白白养了一个女儿ꎬ不要

脸ꎻ但是ꎬ不讲男的ꎬ男的娶个劳动力回去ꎬ怎么会说男的ꎮ”

这起婚姻的时间是 １９８０ 年ꎬ当时人们预期的一般彩礼价格是 ５００

元ꎮ 但是在这场婚姻中彩礼价格只有 １９０ 元ꎬ并且彩礼是由男方的哥哥

带过来给的ꎬ彩礼价格是由男方定的ꎬ女方父母并不同意婚事ꎬ只是被迫

接受婚事和彩礼ꎮ 面对这种女儿婚姻越轨的行为ꎬ村庄舆论批评“女儿

不孝顺父母ꎬ父母白养女儿这么大了”ꎮ 通过这起反常案例我们可以窥

见当时村庄普遍的文化道德心态ꎮ 在那个时候的村庄社会认识中ꎬ女儿

生来就是要为大家庭和父母着想的ꎬ女儿的婚事就应该由父母依据家庭

利益进行安排ꎮ 那些违背父母意志ꎬ有损大家庭利益的婚姻行为是被村

庄舆论强烈谴责的ꎬ那个时期大队茶厂的青年女子成了饱受村庄诟病的

不孝女ꎬ茶厂男子成了勾引别人家女儿的“坏仔”ꎮ 当地人认为“当时最

不好就是那帮人了(大队茶厂青年男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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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时期人们的自由恋爱的习以为常形成反差的是ꎬ当时的女性自

由恋爱会被村庄舆论所唾骂ꎬ这与当时村庄文化意识中人们对女性价值

的认识是高度相关的ꎮ 在传统的中国伦理道德中ꎬ女性本身无主体地

位ꎬ女人只有依附于男人才可以成为家庭的一员ꎬ女人“未嫁从父ꎬ出嫁

从夫ꎬ夫丧从子”ꎮ 宗族村落中的女孩从小就生活在这种文化和对自我

身份的意识中ꎬ女儿在未出嫁前自觉地认为自我就该为原生家庭服务ꎮ

在大多数的介绍婚姻中ꎬ女儿很难迅速和男方产生感情ꎬ因此女儿总体

上是向着父母的决定的ꎬ由父母来决定婚姻的彩礼价格ꎮ 当地的普遍共

识是养女儿亏本ꎬ需要通过“育生钱”补偿父母ꎬ因此ꎬ女儿也会主动提出

给家里彩礼钱补贴家用ꎮ 如娄山妹ꎬ１９７４ 年出生ꎬ本地九龙镇人ꎮ １９９５

年(２１ 岁)登记结婚ꎬ彩礼两三千元ꎬ嫁妆有录音机、煤气炉等ꎬ不到 １０００

元ꎮ 彩礼钱是她自己定的ꎬ是给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ꎮ 她有两个姐姐ꎬ

一个哥哥ꎬ一个妹妹ꎬ一个弟弟ꎬ她排行老四ꎮ

(五)限制彩礼价格的因素

传统时期的彩礼并不可以漫天要价ꎬ限制家长要过高彩礼的是女儿

的婚姻幸福和女儿在婆家的地位ꎬ以及村庄舆论对此的评价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当地一般采取同居共财共食的大家庭生产和生活方式ꎮ 结婚的

酒席和彩礼钱由当家人统筹ꎬ大家庭共同承担完成ꎬ嫁过去的女儿要和

婆家的大家庭一起生活ꎬ因此ꎬ女方家长要过高彩礼的话就会挤占男方

家庭的经济资源ꎮ 这时女儿就不仅要和男方大家庭一起过苦日子ꎬ同时

也因为娘家要过高彩礼ꎬ使得娘家人和女儿在婆家地位降低ꎬ村庄舆论

看不起娘家人ꎬ同时也看不起女儿ꎬ女儿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获得娘家人

的支持ꎮ 因此ꎬ正常家庭都不会要过高彩礼ꎬ只有部分贫穷人家才会迫

不得已要高彩礼ꎬ当地有一个大致的彩礼习俗标准ꎬ迫不得已超过习俗

标准的家庭会被村庄舆论谩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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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１９８２ 年ꎬ尤金娶媳妇花了 ５０００ 元的彩礼ꎬ当时一般的

彩礼价格是 ８００ 元ꎬ女方家长要高额彩礼的主要原因是ꎬ首先按照

当地习俗一般要等年长的姐姐哥哥结婚后ꎬ弟、妹才能结婚ꎬ否则就

会导致大哥大姐难以成家ꎬ这家的女儿还有一个哥哥没有成婚ꎻ其

次女方家庭条件很困难ꎮ 尤金已经 ２７ 岁ꎬ当时家里还有两个弟弟

未婚ꎬ因此全房人家家户户合力卖猪给尤金凑足彩礼钱ꎮ 由于女方

要过高彩礼ꎬ在参与男方主办的酒席时就当场受到了舆论的谴责:

“要这么高彩礼ꎬ你是卖女儿啊!”其女儿在婚后也不受婆婆待见ꎬ同

时还要和大家庭一起承担巨额的彩礼钱ꎬ在婆媳关系恶化到不得不

分家时还分担了 ３０００ 元的债务ꎮ 分家后尤金也总是将打零工的钱

偷偷资助大家庭ꎬ为此妻子常和丈夫吵架ꎮ 妻子不仅没能与小家庭

和大家庭相处好ꎬ同时村庄舆论也很反感这种吵着和公婆分家的媳

妇ꎬ尤其是他们公婆家的负担主要就是由于高额彩礼导致的ꎬ尤金

妻子在村庄也没有人缘和地位ꎮ 最后一次尤金偷偷给父母钱ꎬ妻子

发现后大吵一架ꎬ就上吊自杀了ꎮ 自杀之后ꎬ娘家人也不敢过来“打

人命”ꎮ

当时的一般彩礼价格是 ８００ 元ꎬ但当时有多起婚姻彩礼价格高于

８００ 元ꎮ 在八九十年代常常有类似的高额彩礼出现ꎬ负担重的家庭通过

控制女儿的婚姻来获得高额彩礼补贴家用ꎮ 女方家长要从大家庭的家

庭再生产和女儿婚后的幸福两个角度权衡彩礼的价格ꎬ同时也受制于村

庄舆论ꎮ 佛金坦言:“穷也不能要太高彩礼ꎬ女儿嫁过去那边也要跟着受

罪的ꎬ女儿他们家也不容易ꎮ”尤金妻子也曾说过:“一般是家里负担重的

家庭才要多钱的ꎬ要多了会有人说闲话的ꎬ人家会指这家人‘卖女儿!’”

人的实践生活是通盘考虑的ꎬ不会偏废某一方的价值诉求ꎬ而理论

对现实的描绘大多只考虑实践活动中突出的某一方面ꎮ 因此只有从实

践的土里生长出来的抽象思考在找到实践逻辑的平衡点时ꎬ才能产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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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气的研究ꎮ 人的实践活动总是通盘考虑各种矛盾的对立面ꎬ而社会科

学的理论推演总是单线前行的ꎮ 因此ꎬ我们不仅要找到经验现象中的突

出现象进行理论推理ꎬ还要找到与理论对立一面的经验ꎬ并且能够将这

些经验纳入解释范围ꎮ 推高彩礼价格的因素有家庭经济、家庭伦理任

务、家庭内的权威秩序ꎬ它的对立面是家庭内的感情、村庄的面子、女儿

的反叛ꎮ 婚姻的自由化和彩礼价格的下降ꎬ就是原先高彩礼的对立面因

素在获得增长ꎮ 经济改善后ꎬ家庭中被大家庭道德意识所压制的更为柔

和的家庭情感被释放出来ꎻ打工经济也助长了女儿的反叛精神和反叛能

力ꎮ 在当地的大家庭生活中ꎬ家庭公德、大家庭利益、私人道德和感情总

是交织在一起维持着有序的平衡ꎮ 家庭生活中ꎬ只有相对的某一方占有

优势ꎬ而不可能出现家长和家庭公德彻底主导家庭生活的状况ꎬ毕竟人

是感情动物ꎮ

三、新时期的婚姻彩礼

２０００ 年后ꎬ婚姻和彩礼出现了显著的变化ꎮ 此时大家庭的经济压力

减少ꎬ生育的子女数量也减少ꎬ青年子女开始外出务工ꎬ中年人在村庄附

近打工的机会也增多ꎬ家长完成家庭再生产的经济负担大大减少ꎮ 代表

大家庭利益的家长不再通过女儿的婚姻来获得彩礼补贴家庭经济ꎬ因

此ꎬ此时的彩礼价格相对家庭的经济水平大大降低ꎮ

(一)“找老婆是儿子自己的事”

２０００ 年后ꎬ儿子结婚也主要是通过外出打工条件下的自由恋爱进

行ꎬ儿子的婚姻从家长主导的责任转变为儿子自己通过恋爱获得女性婚

姻资源ꎮ 此时的婚姻更多依靠儿子的个性和机缘ꎬ以及儿子“会说话ꎬ会

嗦(骗)妹ꎬ肯花钱”ꎮ 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ꎬ儿子结婚之前家里不要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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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收入ꎬ留钱给儿子去拍拖ꎬ儿子大方点女孩子才会喜欢的ꎮ 女孩子

为了补贴家用而到外面打工ꎬ独立于家庭控制之外的未婚女性资源变多

了ꎬ因此婚姻从女方家长主导ꎬ男方家长为儿子负责的婚姻方式ꎬ转变为

了儿子自己出去凭借个人魅力去讨老婆ꎮ 这时候男人哄女人的谈恋爱

技巧就变得很重要ꎮ 此时婚姻中的彩礼价格较低ꎬ结婚成本也比较低ꎬ

因此结婚更多的是儿子自己的事情ꎮ 当然ꎬ结婚是需要房子的ꎮ 只要父

母有能力就会给孩子准备结婚的婚房ꎬ但很多时候ꎬ父母并无能力专门

为一个儿子准备单独的婚房ꎮ 大多数情况是ꎬ结婚的儿子和父母一起住

老房子ꎬ将原来的房间简单装修作为婚房ꎮ 有房子可以作为儿子找老婆

的资本ꎬ但是大多数家庭并无能力给儿子单独准备房子ꎮ

案例四:曾亚福大儿子ꎬ１９８４ 年出生ꎬ初中学历ꎬ２００９ 年(２５

岁)结婚ꎬ老婆 ２０ 岁ꎬ是连江镇人ꎮ “他在英德打工时认识的ꎬ当时

他老婆在读高三ꎬ后来怀孕了就不读了ꎮ 女方家庭条件不错ꎬ父亲

是铁路工ꎬ母亲打零工ꎬ家里做锯木条生意的ꎮ” “他当时特别害怕ꎬ

打电话到家里ꎬ找父母和叔婶出面解决ꎮ 我听到女孩怀孕心里高兴

啊ꎬ儿子是高兴又害怕ꎬ怕岳父母阻拦ꎮ 女方父母肯定不高兴啊ꎬ连

个哥哥都还没结婚ꎬ妹妹先嫁了ꎬ送她去读书ꎬ不好好读还怀孕结婚

了ꎮ 他们没要彩礼ꎬ家里有钱不在乎这个钱ꎬ没要彩礼也没给嫁

妆ꎮ”“哥哥没结婚妹妹就嫁了不好的ꎮ 妹妹都嫁了ꎬ哥哥还没娶ꎬ那

你哥哥是要有多老了ꎬ说出去哥哥都不好找老婆ꎮ”

当婚姻从家长主导变为子女自由恋爱后ꎬ彩礼的性质就从双方家长

之间的女性资源交换的经济补偿转换为弱经济功能的仪式性情感表达ꎬ

即子女通过恋爱关系决定了婚姻事实的条件下ꎬ彩礼从“卖钱” “补偿”

转变成了情感和仪式性的“育生钱” “奶水钱”ꎮ① 从原来彩礼具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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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作用ꎬ并起到了实质补充家庭经济收入的作用ꎬ变成了现在已经

事实上由子女决定婚姻ꎬ彩礼钱不再影响婚姻的结果ꎮ 因此彩礼更多的

从实际经济功能转变为仪式性的、感情性的补偿ꎬ是男方和女儿感恩父

母对女儿的养育之恩的一种方式ꎮ 这时候双方家长可以不出面商量决

定婚事ꎬ女方家长不再可以主导女儿的婚姻ꎬ男方也不再需要父母的资

助和出面就可以成家ꎮ 这时候双方家长的出现只是基于传统习俗ꎬ以及

对于双方家长尤其是女方家长的尊重ꎮ 而大多数跨市跨省婚姻中男方

家长是不出面的ꎬ而是由男女当事人直接和女方家长“商量”婚事ꎬ递上

彩礼钱ꎮ 不过这其中的“商量”和彩礼钱已经不能够决定婚姻ꎬ而更多的

体现男方和女儿对父母的尊重ꎮ 彩礼钱更多是作为女儿对父母生养自

己的奶水钱和生养钱的“表表心意”ꎮ

婚姻主导权已经从女方父母转移到女儿手上ꎬ男方的家长也不再是

男孩婚姻的主要承担者ꎬ而是仪式场合的出场者ꎮ 过去男方家长为了促

成婚事要出面和女方家长商量ꎬ现在儿女已经自己决定了婚姻ꎬ男方父

母和女方父母见面也就没有了实质意义ꎬ而更多的是象征和表示尊重ꎮ

打工经济出现后ꎬ大家庭的功能开始式微ꎬ家长不再能够管住家庭

成员的收入ꎬ常常有小家庭不愿意上交收入ꎮ 各个小家和成员在外打工

的收入ꎬ逐渐地高于通过家庭农业和副业获得的收入ꎬ因此小家和个人

也减少了对于大家庭和家长的依赖ꎮ 此时的大家庭生活缺乏实质经济

和生活意义ꎬ大家庭更多地作为面向村庄公共层面的形式ꎬ大家庭的生

活只出现在节日、村庄聚会中ꎬ此时的家长不再真当家ꎮ 这个时期从父

母口中经常出现过去无法想象的话语ꎬ“结婚肯定是儿子自己的事情ꎬ是

看儿子自己的本事”ꎮ 缺乏了家庭经济统和能力的家长也开始不承担子

女成家立业的任务ꎮ

此外ꎬ当地传统的宗族结构和村庄文化是保护长辈的ꎬ与全国其他

地方尤其是华北不同ꎬ当地的父母ꎬ尤其是父亲到了儿子结婚自己放下

当家权之后ꎬ就不再干活ꎬ处在养尊处优受人尊敬的家庭和村庄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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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儿幸福就好”

从女方家庭角度看婚姻彩礼变迁ꎬ家庭经济改善后ꎬ家长完成家庭

再生产的压力减少了ꎬ不再需要通过主导女儿的婚姻彩礼钱来补贴家庭

经济ꎮ 因此ꎬ这时候家长对于女儿的婚姻大多采取放任自由的状态ꎬ不

再想着多留女儿在家里多干几年活ꎬ也不再想通过主导女儿的婚姻来获

得彩礼补偿ꎮ 并且当地的村庄整体舆论比较强大ꎬ村庄价值观主要是由

有钱有闲的长老主导的ꎬ因此村庄的舆论也就限定了彩礼的最高数额ꎮ

这时的婚姻是父权放任下的女性婚姻自由ꎮ 这时的家长也自动放弃了

彩礼的定价权ꎬ一般家长们会这么说ꎬ“儿子女儿都是一样的ꎬ都是自己

的肉ꎬ不能要女儿太多彩礼”ꎬ“现在经济条件改善了不用卖女儿了”ꎬ

“我们这种人无所谓的ꎬ给多少就是多少”ꎮ

案例五:德慈二女儿 ２００８ 年(２４ 岁)结婚ꎬ打工认识西牛女婿ꎬ

快结婚了才和德慈说ꎮ 儿女有好工作每年都给家里寄四五千元ꎮ

送彩礼时男方父母过来ꎮ

“要多少彩礼?”

“他们两个中意相爱就可以了ꎬ我们不用钱的ꎮ”

“我们小小心意给你 ５０００ 块吧ꎮ”

男方父亲是搞建筑的比较有钱ꎮ 女儿就说:“嫁妆你们有钱就

买ꎬ没钱就不要买了ꎮ”

最后德慈买了三千多的摩托车ꎬ办酒席时送来了五六十斤的猪

腿ꎮ 德慈总共花了剩余的一千多元办酒席ꎬ嫁女儿也不能亏本ꎮ

当男方家长过来见面商量彩礼时ꎬ女方家长的态度通常是给多少都

无所谓ꎬ不给也行ꎮ 这时候男方家长就大多根据一般的彩礼习俗价格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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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ꎬ或者遵照之前女方家嫁女儿的彩礼钱定价ꎮ 与之前的女方家长决定

彩礼价格ꎬ男方家长无条件完成的对立状态不同ꎬ现在双方家长在商谈

彩礼时充满了和气和礼让ꎮ 因为女方家庭条件改善ꎬ女儿在父母心目中的

地位提高ꎮ 彩礼钱相对于现在男方的家庭收入比重较小ꎬ大约只占家庭年

收入的 １ / ５ꎮ 彩礼以及彩礼的数额对于双方家庭来说都变得不重要了ꎮ

女方家长对于彩礼的处置也发生了变化ꎬ原先是将大部分彩礼留下

来补贴家用ꎬ现在是将大部分彩礼花在女儿身上ꎬ一部分用于购买女儿

的嫁妆ꎬ剩余的部分用于为女儿办喜酒①ꎮ 当父母不再扮演实际的家长

角色时ꎬ女儿也就从女性资源变成了女儿ꎮ 当家庭之外的经济收入大大

高于家庭内的经济收入时ꎬ小家庭和子女的独立性开始增强:一方面父

母难以整合家庭成员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ꎻ另一方面未婚子女和小家

庭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独立经济收入获得自身的再生产ꎬ父母也不再需要

为子女操心ꎮ 此时的父母从掌管家庭资源、为家庭成员负责的“当家人”

变成了和普通家庭成员一样的私人性的家庭角色———“父母”ꎮ 在此时

的婚姻行为中ꎬ家长和女儿的关系是仪式性的ꎬ彩礼的实质作用弱化ꎮ

女儿和父母的情感关系得到释放ꎮ 婚姻协商中ꎬ父母作为家长的角色弱

化和形式化ꎬ男女双方父母的对立斗争妥协让位于双方父母的温情和礼

让ꎮ 此时女儿与父母的关系从家长和未婚女性变成了父母和女儿的关

系ꎬ女儿从大家庭中的客体变成了父母的女儿ꎬ有了“女儿也是自己的

肉”的说法ꎮ 女儿从大家庭的伦理边缘人ꎬ转换成了亲密关系中的主体ꎬ

因此女儿的婚姻幸福也就变成了更为重要的事情ꎮ

(三)新时期反常的婚姻彩礼

当下的婚姻彩礼也会出现两种不正常的行为ꎬ第一种是ꎬ女方家长

要过高彩礼ꎬ并且将大部分彩礼留下来ꎮ 这种情况非常少见ꎬ只有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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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家庭很困难ꎬ经济收入少ꎬ并且家庭未成年子女多时才会出现高额彩

礼ꎮ 极端贫困的家庭ꎬ女儿会推迟结婚年龄ꎬ以打工挣钱补贴家用ꎮ 这

时候表现为女儿为家庭而主动放弃自由恋爱ꎬ推迟结婚年龄ꎮ 同时她们

的婚姻也多以介绍为主ꎬ彩礼价格一般高于习俗标准ꎮ 这是女儿和家长

因为经济困难而达成的共识ꎬ女儿愿意为家庭考虑ꎮ 同时一般不会办酒

席ꎬ返还的嫁妆也比较少ꎮ 这时候的高彩礼和推迟女儿结婚ꎬ是女儿情

感上主动承担家庭困难的结果ꎮ 其中缺乏七八十年代时父亲和村庄舆

论的强制ꎬ以及女儿为家庭完成义务的责任ꎮ

案例六:永清大女儿读书到二年级ꎬ因为家里负担太重就没有

再读书ꎬ大女儿很早就帮家里干活ꎬ并且也很早就出去打工供弟弟

妹妹读书ꎮ 与一般出去打工谈恋爱结婚的人不同ꎬ她直到 ２５ 岁才

经介绍结婚ꎬ就是为了能够早几年帮家里挣钱ꎬ减轻父母的负担ꎬ所

以“打工时她不去理那些男的”ꎮ 丈夫是本地人ꎬ２００４ 年她和丈夫

一起给了父亲 ５０００ 元彩礼ꎬ当时因为家里穷女儿执意让父亲不要

给她买嫁妆ꎬ也不要办酒席ꎬ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出嫁了ꎮ

这时候的高彩礼和女儿为家庭干活ꎬ已经不同于传统时期的女儿必

须应尽的义务ꎬ其中的家庭伦理责任弱化ꎬ父母作为家长的强制力消失ꎬ

更多的是女儿与父母和弟弟妹妹的情感关系在起作用ꎮ 高彩礼中包含

更多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ꎬ因此即使在娘家困难的情况下ꎬ女儿也

可以选择不承担家庭责任ꎮ 如 ２００３ 年时佛金的儿子 ２３ 岁结婚ꎬ认识的

也是一个本市客家妹子ꎬ打工时谈的恋爱ꎬ带回家时已经怀孕ꎮ 佛金已

经准备好 ５０００ 元彩礼ꎬ但是媳妇坚决不同意把彩礼钱给父母ꎮ 因为ꎬ其

母亲是后母ꎬ婚后对她不好ꎬ因此坚决反对给彩礼给自己父母ꎬ也不同意

双方家长见面ꎮ 此时ꎬ媳妇娘家还有一个后母改嫁带过来的哥哥打光棍

未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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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不正常的婚姻彩礼行为较多ꎮ 粤北宗族地区的年轻女子ꎬ小

时候在家庭生活中大多缺乏关爱ꎬ在与男孩相比时ꎬ往往感到自己不是

父母亲生的ꎬ对于母家庭缺乏归属感ꎮ 粤北农村的家长一方面在允许女

儿婚姻自由的同时ꎬ也是对女儿婚姻的不够负责任ꎮ 因为缺乏过去家长

那样对女子婚姻的管制ꎬ同时也缺乏家长的负责教导ꎬ更因为内心缺爱ꎬ

使得当地的年轻女子在外务工时ꎬ很容易被花言巧语、会嗦(骗)妹的男

孩骗走恋爱ꎮ 而且在女性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缺乏家长监督的情况下ꎬ

从小缺爱的女孩遇到对他稍微好一点的男孩就被迷得神魂颠倒ꎮ 这也

是为什么当地将近一半打工妹自由恋爱婚姻都会伴随着未婚先孕的

情况ꎮ

案例七:亚福的四个女儿中有三个女儿都是打工恋爱未婚先

孕ꎬ以三女儿为例ꎮ 曾三女ꎬ１９８０ 年出生ꎬ小学学历ꎬ打工时没往家

里拿过钱ꎬ２００２ 年(２２ 岁)结婚ꎬ老公是肇庆人ꎬ彩礼 ３０００ 元是他俩

自己定的ꎮ “我无所谓的ꎬ生活好了ꎬ拿来多少是多少ꎮ”直接返还现

金 ２０００ 元当做嫁妆ꎬ没办酒席ꎬ因为当时女儿怀孕了ꎮ “不骂她”ꎬ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谈的ꎬ结婚一个月前打电话给她妈妈说谈恋爱

怀孕了ꎮ 一个月后就拿来 ３０００ 块彩礼回来ꎬ直接结婚了”ꎬ“知道后

很生气ꎬ但不骂她ꎬ也没打电话给她ꎮ 不想讲ꎬ也不好讲ꎮ”亲家公婆

离得远ꎬ至今没见过面ꎮ

与过去的非正常彩礼价格通常是高出标准线不同ꎬ现在的非正常彩

礼价格大多是不要彩礼或者低彩礼价格ꎬ大多数是由女儿自由恋爱后怀

孕引起ꎬ家长和村庄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激烈谴责ꎮ 因为ꎬ此时女儿的不

自爱行为主要是丢自己和父母的脸ꎬ而不像过去一样是不孝顺父母的

行为ꎮ

新时期的婚姻反常行为与传统时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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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常以高额彩礼为主ꎬ自由恋爱较少ꎬ现在的反常以未婚先孕的低彩

礼为主ꎬ高彩礼现在很少ꎻ过去的自由恋爱会被村庄所批判ꎬ父女会发生

剧烈的冲突ꎬ当下父母面对子女的未婚先孕只是表示无奈ꎬ平时也不注

重教育女儿ꎻ过去的高彩礼现象是家长强制的结果ꎬ现在的高彩礼现象

是女儿主动的感情性行为ꎮ

(四)结语

四十年来彩礼价格的变迁反映的是婚姻模式的变迁ꎮ 当地的婚姻

从女方家长管制和男方家长负责ꎬ转变为女方家长放任不管和男方家长

不用实际负责ꎻ婚姻从两个家长、两个家庭ꎬ甚至两个宗族房头之间的事

情转变成了两个婚姻当事人之间的事情ꎮ 彩礼变迁的背后是婚姻行为

的变迁ꎬ婚姻行为变迁的背后是家庭关系的变迁ꎮ 原先生活资源少ꎬ家

庭子女众多ꎬ这个地方传宗接代观念浓厚ꎬ因此ꎬ只能在家长的统筹下举

家努力将所有的资源都用于传宗接代的伦理任务ꎬ最主要的是完成大家

庭的传宗接代任务ꎮ 因此ꎬ长兄的婚姻即使举全家、全族的力量都要完

成ꎬ贫穷家庭的长兄的婚姻往往需要举家努力花费数年的积蓄才能完

成ꎮ 完成其他儿子的成家也是任务繁重ꎬ需要将包括已婚家庭在内的所

有大家庭成员整合起来集体努力才能完成ꎮ 女儿作为家庭伦理边缘人

不能享受过多的资源ꎬ还要支援家庭完成任务ꎮ 此时的家庭更像一家完

成传宗接代任务的事业组织ꎬ家庭成员充满了家庭集体道德意识ꎬ家庭

成员之间的情感让位于家庭的集体道德意识ꎬ个人价值让位于家庭伦理

价值ꎮ

到后来“女儿也是自己的肉”ꎬ家庭资源宽裕后ꎬ个人的价值和情感

开始变得重要ꎬ女儿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ꎮ 无论是资

源上、个人自我意识上还是父母的意识上ꎬ女儿都开始获得了自己本身

的价值ꎬ获得了主体性的意识ꎮ 女儿开始自己谈恋爱ꎬ自己和父母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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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价格ꎬ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要不要办酒席ꎬ所以永清的三女儿说:

“我不要向大姐那样ꎬ我要办酒席ꎬ不想一辈子被别人看衰ꎮ”相比于家庭

中人的地位提高ꎬ大家庭整合资源的功能和意义越来越弱化ꎬ大家庭的

生产模式变得形式化ꎬ家长丧失了实际调配家庭资源的能力ꎮ 小家庭不

再和大家庭共财同居ꎬ小家庭、未婚子女都开始和大家庭进行独立的经

济结算ꎮ 男子成婚也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独立经济收入ꎮ 家庭资源的

宽裕、脱离村庄的个体化打工经济的兴起和注重个人价值的社会意识的

兴起ꎬ共同瓦解了大家庭的家庭关系、家长父母的权威ꎬ瓦解了村庄和家

庭的家庭集体道德意识ꎬ人从家庭的经济、权威和道德中解放出来ꎮ 人

有了更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ꎬ家庭内部也从只注重家庭道德到更加注重

情感ꎮ 那些被生活的重担和地方集体家庭道德意识所压制了的情感得

以释放出来ꎬ女儿不再是“吃浪米”ꎬ而是变成了“自己的肉”ꎮ 家庭越来

越变成一个现代的以情感为凝聚力的关系ꎬ其中的道德伦理整合能力弱

化ꎮ 以前以高彩礼为荣ꎬ现在以卖女儿为耻ꎬ女儿幸福变成了婚姻的主

要目的ꎮ

四、从大家庭生活模式变迁进行解释

当地一直以来的主流家庭生活规范是传统的大家庭生活ꎬ当地人最

为向往的是四代同居共财的大家庭生活ꎬ但这需要父亲具有较强的经济

实力以及掌控大家庭的能力ꎮ 当地对于大家庭生活的一般规范是ꎬ等到

所有子女都结婚成家之后ꎬ才进行一次性分家ꎮ 分家在当地是不光彩的

事情ꎬ所有的分家行为都需要叔伯、房头和宗族的参与确证ꎬ习俗上晚辈

没有提出分家的权力ꎬ只能是父亲亲自去找族人主持分家ꎬ晚辈只能通

过闹矛盾间接逼迫父亲分家ꎮ 同时ꎬ八九十年代时因为子代经济相对独

立ꎬ当地出现很多提前分家的情况ꎮ 小家庭的年轻人从家庭主导下的农

业生产脱离出来ꎬ进入到非农业经济ꎬ开始获得相对大家庭收入更多的

４８１

中国乡村研究(第 １５ 辑)



经济收入ꎬ从而出现部分小家庭向当家人提前闹分家的情况ꎮ ２０００ 年的

外地打工潮时ꎬ当地的大家庭模式又重新得到了稳固ꎮ 因为ꎬ小家庭的

年轻人常年在外务工ꎬ很难有发生家庭矛盾的生活空间ꎮ 经济上以各个

小家庭独立结算为主ꎬ部分收入上交父母ꎬ主要是父母帮忙带孙子的花

费ꎮ 子代在外务工ꎬ父母在家务农ꎬ建房则主要靠几个儿女在外务工ꎬ将

钱汇回来由父母帮忙建房子ꎮ 富裕的人家会同时给每个儿子建房子ꎬ大

多数情况是先建一间房子ꎬ两三个儿子合住结婚ꎬ将房子建成几个独立

的套间房供父母和各个小家庭居住ꎮ

原先家庭控制着土地和社会关系等资源ꎬ个人经济生活是家庭经济

的部分ꎮ 乡土社会内的市场经济来往镶嵌于乡土社会关系之中ꎬ通过乡

土关系开展经济活动ꎮ 家庭是宗族村庄社会关系的基础单位ꎬ赋予村庄

社会关系以较强的家庭公共性而非个体性ꎮ 个人在村庄中的经济生产

依托于家庭开展ꎬ因此家长也就有了控制成员收入的能力ꎮ 当时的家庭

经济生活是由家长统和所有家庭成员的经济收入ꎬ或者个人在家庭直接

掌握的土地、小作坊、店铺等个体经济中进行劳动ꎮ 然后家长统一分配

生活开支ꎬ大家同居共财ꎮ

当地人均耕地面积大约 ０.５ 亩ꎬ户均 ３ 亩左右ꎬ依靠家庭的农业产出

很低ꎮ 当地距离省会广州大约 ５ 个小时的车程ꎬ因此打工经济较为发

达ꎬ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年轻子女在外打工和父母在家里打小工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打工经济出现后ꎬ个人的经济活动开始脱离家庭的控制ꎬ同

时超越于村庄之外的经济活动也不再依托于村庄内部的家庭关系ꎮ 因

此ꎬ个人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地位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之前个人还将外

出打工的钱交还家里ꎬ但随着打工经济的普遍化ꎬ个人不再将打工收入

交还家里ꎮ 与此同时个人也不再从家庭中获得生活资源ꎮ

打工经济的兴起ꎬ使得个人和小家庭从大家庭的集体经济控制中解

放出来ꎬ只是在宗族村落中ꎬ村庄的传统社会规则和村庄舆论还较强ꎬ因

此大家庭还保持着形式上的存在ꎬ父亲还是形式上作为大家庭的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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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ꎮ 打工经济大大改善了整体经济状况ꎬ同时使得个人独立的经济收入

大大高于大家庭控制的村庄经济收入ꎮ 伴随着家庭经济相对弱化的是

家长的经济权利的弱化ꎬ家庭中的经济权力从家长分散到小家庭和个人

手中ꎮ 与家长的经济支配能力弱化相伴随的是家长的经济负担也减少

了ꎬ家长不再承担小家庭和个人的生活开支ꎬ以及建房结婚成家等经济

责任ꎮ 在结婚活动中ꎬ家长更多作为一个传统仪式的出场者ꎬ其中缺乏

原先的经济控制力和对人与事情的支配权ꎮ

打工经济的兴起使得大家庭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ꎬ大家庭生活变

得形式化ꎬ家长权力变得形式化ꎮ 在婚礼上ꎬ家长的出席也主要作为一

个传统仪式的出场者ꎬ同时还表达着大家对家长的尊重ꎬ但是家长在子

女的婚姻中已不起主导性的实际作用ꎮ 家长成了仪式的象征ꎬ传统礼仪

的一部分ꎬ家长不是因为权力而受尊敬ꎬ而是因为文化习惯和感情的原

因才受到尊重ꎮ 与此同时ꎬ婚姻缔结中的彩礼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实际

意义ꎮ

在其他地区ꎬ如华北的彩礼也失去了原有的家长主导下的实质意

义ꎬ彩礼从给家长变成了转换成嫁妆给子女ꎮ 因此华北彩礼高涨的原因

在于子女利益的推动ꎬ彩礼已经从补偿家长转变成了资助小家庭ꎮ 华北

彩礼高涨的背后有着实质的经济利益和载体ꎬ而粤北彩礼价格相对降低

的背后就是原先大家庭生活实质的瓦解ꎬ但彩礼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形

式ꎬ还是依然给予家长作为补偿ꎮ 受制于宗族村落外在结构和意识的制

约ꎬ当地的婚姻彩礼并没有演变为同华北地区一样的将所有彩礼转换成

嫁妆用于资助子女的小家庭生活ꎬ彩礼依然掌握在家长手里ꎮ 只是因为

当地的大家庭和家长权的虚化ꎬ彩礼才会随着经济发展和子代地位提升

而相对降低ꎮ 华北的彩礼是给子代的ꎬ因此彩礼价格会伴随着子代地位

的提高和家庭经济的好转而升高ꎬ其内在家庭原因在于代际剥削ꎬ外在

原因是婚姻市场要价理论所揭示的城乡一体化的婚姻市场的形成ꎮ 而

粤北村庄的彩礼会随着大家庭的式微ꎬ逐渐在婚姻缔结中变得不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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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ꎬ同时彩礼价格也相对降低ꎮ 在大家庭生活时期ꎬ大家庭有着强公共

性ꎬ婚姻彩礼是家庭公共政治的一部分ꎮ 家庭政治的目标是实现家庭的

整体再生产和个人人生伦理任务的实现ꎬ其中的女儿是家庭伦理边缘

人ꎬ从而成为家庭政治所牺牲的部分ꎮ 只有当大家庭经济解体后ꎬ家庭

的公共政治才瓦解ꎬ原有家庭政治中以礼仪传统出现的行为就变成了形

式性的“传统仪式”ꎬ从而其重要性不断弱化ꎮ

瓦解了的家庭公共经济基础使得家长和家庭不再具有对于家庭成

员的管制权力和管制的需求与责任ꎬ家长本身从一个家庭公共角色转变

成实际上的私人角色ꎮ 原先家庭的伦理道德关系本身内含着公共政治

关系ꎬ如家庭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兄友弟悌即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私

人道德关系ꎬ同时又包涵着家庭公共政治关系ꎮ 当大家庭实际解体后ꎬ

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兄弟等私人关系中的伦理道德本身就丧失了严肃

性ꎬ对道德关系进行严格要求的公共经济、公共政治和公共意识的内涵

和强制性也丧失了ꎮ 因此ꎬ这时候的家庭关系的严肃性降低、尊卑等级

降低ꎬ其中道德的作用主要用于调解家庭内的私人关系ꎮ 因此ꎬ家庭内

私人关系中的情感比重上升ꎬ私人道德变成了用于调节私人情感关系的

辅助品(原先的道德主要用于调节公共政治经济关系)ꎬ此时的道德和情

感的关系中ꎬ情感成了主导力量ꎮ 当道德失去了政治经济基础ꎬ反而道

德的主要目的是用于维护个体性情感关系时ꎬ道德本身也就失去了坚实

的基础ꎬ道德会随着时间、具体的家庭和具体的人而随意变动ꎮ 此时的

家长和子女对于彩礼价格协商也就比较随意ꎬ给彩礼的方式、价格和礼

仪都可以随意变化ꎮ 以个人关系为导向的私德也就丧失了从私德向公

德的转换ꎮ 原先的家庭道德既是私德也是公德ꎬ现在的家庭道德变成了

私德ꎬ缺乏道德的公共经济基础ꎬ因此人际关系中的情感开始主导私人

关系ꎬ家庭私德也就丧失了严肃的家庭政治经济基础ꎮ

私德化的家庭关系下ꎬ父女关系也就变得更纯粹简单ꎬ也更充满父

女间的温情ꎮ 因此ꎬ在婚姻彩礼问题上ꎬ原先僵硬的两个家长之间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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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关系ꎬ严肃的父女关系也就变得柔和ꎮ 父亲更看重女儿的幸福ꎬ更加

注重婚姻缔结中自己与女儿的关系ꎻ女儿对待婚姻的自主性更强ꎬ在认

识自己婚姻和家庭关系上也更多从情感角度思考问题ꎮ 在婚事上ꎬ传统

行为仪式化ꎬ真正起作用的是感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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