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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姻是家庭的基础，在以家

族为本位的中国，婚姻有

着重要意义，围绕着婚姻也产生

了一系列礼俗，并深深影响着中

国人的生活。随着辛亥革命狂飙

席卷全国，剪辫易服废缠足……

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风俗的变革，

中国传统的婚姻习俗同样受到了

冲击，新的婚姻价值观念和新式

婚俗逐步流行起来，从而使辛亥

革命后、民国初期的婚姻礼俗，

呈现出“新旧对抗”的局面。

婚姻制度的变革

中国的旧式传统婚姻基本是

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

存在，因此，婚姻宗族主义色彩

浓厚，多由家长包办，青年男女

几乎没有自己的婚姻决定权。

20世纪初，传统的父母包办

婚姻制度面临挑战。秋瑾、刘师

培、何震等大批新知识分子，提

出了从改良婚姻、家庭革命到废

除婚姻家庭的主张。（她） 他们

对旧式婚姻制度的批判，主要集

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揭露包办、

买卖和强迫婚姻制度的问题，指

出旧式婚姻有“六大通病”：男

女不相见、父母专婚、媒妁、早

聘早婚、繁文缛节等；二是批判

早聘早婚恶俗，早婚的害处归纳

为：损精神、伤身体、荒学问、

败道德、害国计、弱种族；三是

新风尚与旧礼俗的对抗：

辛亥革命后婚姻礼俗变革

左玉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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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击所谓贞烈、出妻与一夫多妻

等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旧的封建专

制制度，建立起新的民主共和

国。伴随着政治法律制度的变

革，传统的婚姻制度再度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不仅对旧家

庭制度和婚姻制度进行更为深入

的批判，而且以实际行动投入变

革旧婚俗、提倡新婚俗的婚姻变

革运动中。许多人指斥妻妾制度

是变形的一夫多妻制，致使男女

不平等，演绎出所谓妇女守贞节

烈等腐朽观念，呼吁人们起来革

除这吃人的畸形道德，争取婚姻

自由。人们提出了婚姻自主的强

烈要求，并深信“婚姻自由和德

谟克拉西（英语 democracy 音译，

意为民主）是一条线上的，在德

谟克拉西下面的婚制一定是完全

自由的”，民主政体和权利是

“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前

提，把争取民主与婚姻改革紧密

结合起来，自由恋爱成为“自我

的诞生”的标志。

随着社会风气的开化，新型

婚恋观的扩散，城市中父母主婚

权逐渐下移，男女交往趋向开

放，不少青年不同程度上获得婚

姻的自主权，新式文明婚礼与婚

制也得到传播，一部分青年从传

统婚制中走了出来。

“文明结婚”在清末时开始

在沿江沿海开放城市出现，到民

国初年，这种新的婚姻仪式更得

到了人们的欢迎。民国初年的订

婚仪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据 1912 年 5 月 7 日 《申报》 报

道：“昨日……谈颂汤君与宋杰

敬女士行订婚礼于愚园，二族家

长齐至，由冰人介绍，一一相

见，后细谈约二小时许，彼此皆

极表欢洽之意，然后颂汤、杰敬

交换饰物，各行握手礼而散。”

这种订婚仪式，与“先纳聘

财而后婚成”的“纳徵”礼相

比，形式上颇有西化的味道。至

于新式婚礼，在民国初年更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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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当时有人介绍其特点说：

“梳一东洋头，披件西式衣，穿

双西式履，凡凤冠霞帔、锦衣绣

裙、红鞋绿袜一概不用，便利

一；昂然登舆，香花簇拥，四无

障碍，无须伪啼假哭、扶持背

负，便利二；宣读婚约，互换约

指，才一鞠躬，即携手同归，无

傧相催请、跪拜起立之烦，便利

三。”具有这些便利的新式婚礼

在辛亥革命后期、民国初年逐渐

向中小城镇流传。

妇女的婚恋观同样发生了很

大变化。有的女青年醉心自由结

婚之说，不顾家长反对，执意解

除包办婚约，公开自由恋爱。有

的以文明婚礼为自豪：“无媒婚

嫁始文明，奠雁牵羊礼早更。最

爱万人齐着眼，看侬亲手挽郎

行。”有的女青年主张“无夫主

义”，终身不嫁，有的寡妇得到

自由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尝到

自由恋爱的趣味；在一些地方，

“离婚之诉，日有所闻”。在民国

初年，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气

象：“谁接受西方的社会生活习

尚，谁就是文明、开化，属于新

派人物，否则，就是保守、顽固

的风气。”

然而，随着辛亥革命成果被

窃取，封建复古逆流泛滥一时，

各种恶风陋俗沉渣泛起，其中最

明显的便是所谓表彰节烈。北洋

政府制定《褒扬条例》时，第一

条就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

风世者”“得受本条例之褒扬”，

■旧式婚俗讲求仪仗排场，图为清末大

户人家送亲队伍抬嫁妆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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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官吏给予匾额题字，受褒

人及其家族可以立贞节牌坊。这

一规定，无疑助长了社会上宣扬

表彰节烈之风的盛行。

民国初期，在封建复古逆流

中，尽管有一些自由婚姻的幸运

者，但也有大量旧婚姻制度和习

俗的牺牲者。同姓不结婚与中国

牢固的宗法制度相关，宗法制度

不改变，这个观念也不易突破。

那些受民主共和观念影响的青年

男女，力图突破这种禁忌，但却

无一例外地受到旧势力的严惩。

民国初期，旧的封建思想还

占统治地位，新式的婚姻自由、

文明结婚等受到旧派势力的抵制

和阻挠；社会上一般民众对婚姻

自由观念也多持观望和否定态

度，很多人并没有接受婚姻自由

的观念，对新式婚礼和新式离婚

等婚俗十分反感。1917年，有人

批评民国成立后的婚姻状况说：

“民国成立以来，国体虽更而婚

嫁礼制尚未颁行，民间仍有沿用

旧法者，亦有臆造一格以为文明

新式者。”在民国初年，新的婚

姻观念所包括的男女自由交往、

自由结婚、自由离婚等等，即便

是在津、沪、穗这样的开化地区

都未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婚姻观

念和婚姻制度的变革举步维艰。

“文明结婚”的兴起

新式结婚，即“文明结婚”，

在清末出现于东南沿海的大都会

和商埠。徐珂编撰的 《清稗类

钞》，记载了当时文明结婚的情

况。由礼堂准备证书(有新郎、新

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

名），由证婚人宣读证婚词，介

绍人、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

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

来宾唱文明结婚歌的情况。文明

结婚一般包括有三个方面：一、

不再采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方式，而取之为男女双方沟通，

自愿结婚。办理次序是先由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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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父母表达心愿，得父母允准，

即请介绍人向女方父母提亲，得

到女方父母允准后，再由介绍人

约期订邀男女会晤；男女双方均

同意，婚约始定。二、订婚后，

男女立约，先以求学自立为誓

言。三、婚礼务求节俭，不尚奢

侈，不做超过经济承受能力的要

求。结婚当日，男女双方父母各

给新人一只金戒指，一袭礼服。

这种新式的文明结婚，无须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青年

经人介绍或自己相识，经过一段

时间交往、恋爱，经双方家长同

意而结婚，不仅简化了结婚礼

仪，而且尊重了男女双方的意

愿。

民国成立后，文明结婚开始

在上海上流社会中盛行。有人以

“五更调”的形式，宣传“文明

结婚”的情况：“戒指为定，大

媒作见证人，最要紧，结婚书

呀，双方盖定”，“郎才女貌两情

愿”。这位作者还认为改良婚礼

“无啥希（稀）奇”，只有“顽固

朋友说诧异”。

民国初年，婚姻习俗已经在

通都大邑发生某些变化。少数人

获得了婚姻自由，有些还对结婚

仪式进行了革新。如在上海等地

方，“文明婚礼，盛行海上，新

妇辄以轻纱绕身，雾影香光，尤

增明艳，每共拍一照，以为好合

百年之谐。”

文明结婚仅指仪式而言。在

实行文明结婚初期，男女婚事多

数仍系媒人介绍，父、母主持，

只有少数人能自择配偶，但结婚

仪式却大大简化了。文明结婚

者，男女双方不去命馆合婚，也

不必要什么龙凤帖，只要准备好

两张结婚证书，填上新郎、新妇

的姓名、年龄、籍贯，等到举行

婚礼时，由证婚人、介绍人和

男、女双方主婚人用印，就算成

了。证婚人是男、女双方共同邀

请的，一般是有一定社会地位，

在群众中有威望的长者。他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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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典礼的主持人；主婚人则是新

郎、新妇双方的家长。结婚典礼

可以在家里举行，也可以在饭店

里举行。事前由男、女双方家长

发出请帖，邀请亲友前来参加婚

礼。

当时，社会上有专门租赁文

明结婚用品的商店。文明结婚用

的花马车、花汽车、乐队，以及

礼堂上的陈设，新郎、新妇穿的

礼服、花篮、手花、胸花，甚至

连结婚典礼的仪式单都有已经印

好的。举办仪式时，院内高搭席

棚，设摆茶座，正厅设礼堂。民

国初年时，堂上正中高悬两面

红、黄、蓝、白、黑，象征“五

族共和”的五色旗，旗杆互相交

叉 ， 交 叉 点 上 饰 以 彩 穗 ， 屋

（棚） 顶上用红绳交叉拉起五彩

缤纷的万国旗，以为点缀。堂上

正面仅设摆大型红色双喜字的

灯，前设长形礼案，铺上红毡，

放着一式两份带方形纸套的结婚

证书，三个印盒，一束手花，一

对花篮。礼案前铺着红色地毯或

红毡，两旁长案陈列着亲友们送

来的礼品。

迎娶时，一般用红缎双喜字

绣片装饰着的花马车，也有用扎

了花红彩字和纸花的汽车，车内

遮上红绣片。用汽车迎娶者，西

乐队只步随至大门外边不远，就

让汽车加大油门开走，等到女家

门口再会齐。如果路途较远，乐

队也要乘坐汽车去。

到达女家后，新娘由伴娘搀

着，手捧鲜花束，由两个小孩拉

着头纱，在乐队演奏的乐曲中，

踏过红毡子上车。到男方后，新

郎向新妇三鞠躬。新妇下车后，

来宾们即扬起“文明结婚五色

纸”，表示庆贺和助兴。

全部迎娶过程及典礼时，新

郎身穿黑色燕尾大礼服、白衬

衣，系黑色领花，手戴白手套，

头戴高筒礼帽。由一个身穿同样

礼服的男青年陪伴，称之为伴

郎。新娘身穿白色礼服长裙，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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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白色罩纱，头戴花冠、花环。

由一位穿同样礼服的女青年陪

伴，谓之伴娘。由两个小孩给新

妇拉纱。男孩身穿深色西服、白

衬衣；女孩穿白色礼裙，手里都

提着花篮。由司仪引入礼堂。典

礼时，新郎站在礼堂右方，新妇

站在礼堂左方，拉纱的小孩站在

后边正中，面向礼堂，礼堂右方

为男方来宾，左方为女方来宾。

礼堂正中为证婚人，右方为

介绍人，左方为男、女主婚人。

结婚典礼仪式由司仪掌控进行。

婚礼有主婚人、介绍人、证婚人

参加，他们和新婚夫妇都要在结

婚证书上用印。其具体仪节为：

司仪先入席，面北西首立。赞唱

奏乐。男宾入席，面北东首立。

女宾入席，面北西首立。男方主

婚人入席，面南东首立。女方主

婚人入席，面南西首立。男方全

体入席，面西东首立。女方全体

入席，面东西首立。证婚人入

席，面南居中立。介绍人入席，

面南分左右立。纠仪人入席，面

北东首立。男女傧相引新郎新娘

入席，面北并立。男傧相入席，

面北在新郎右首立。女傧相入

席，面北在新娘左首立。证婚人

读证书。证婚人用印。介绍人用

印。新郎新娘用印。证婚人为新

郎新娘换饰物。新郎新娘行结婚

新礼，东西相向立，两鞠躬。主

持人致训词。证婚人致颂词。新

郎新娘谢证婚人，三鞠躬。新郎

新娘谢介绍人，三鞠躬。男女宾

代表致颂词，赠花，两鞠躬。新

郎新娘致谢词，两鞠躬。女宾代

表唱文明结婚歌。证婚人、介绍

人、男宾、女宾退。新郎新娘行

相见礼。司仪人员礼毕退。宴

会。

这些程序，是文明结婚的完

整仪式。实际上，在具体举行

时，往往有所简化。婚礼之后，

一般要摄影留念。然后，新郎、

新妇即可入洞房休息。接着，便

摆桌招待亲朋吃饭。通常只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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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宴席。有的人家为了节约，

只预备茶点，搞个茶话会。

一些受西化影响较重者，多

学习西洋的做法，搞个象征性的

酒会，预备些糕点、水果、酒水

而已。但也要摆上长桌，甚至将

来宾座次都用事先写好的红帖子

标出来，照例让新郎、新妇坐在

长桌里边正面上，证婚人、介绍

人坐首席。酒会开始，首先由新

郎、新妇向各位来宾一一敬酒，

然后，在司仪的提议下，全体宾

客起立举杯向新郎、新妇祝福说

几句客套话，就主动离席告退

了。同时，很少有让新郎、新妇

报告恋爱经过的，更没有搞恶作

剧，变相闹房调笑新郎、新妇等

不雅观的举动。

新旧婚礼均有较多程序，但

又有很大不同。源于中国传统的

旧式婚俗和源于西方的新式婚俗

包含了不同的婚姻观念。着红

装、拜天地、父母及祖先的旧式

婚礼，往往与不自由的婚姻和家

族主义相联系；而着西服、用

印、致辞的新式婚礼，较多地体

现了自由婚姻、法律婚姻的色

彩。事实上，新旧婚制尖锐冲突

的同时，新旧婚礼的冲突也时有

发生。当时的报刊记载，反对旧

婚姻的事件，许多就是从反对旧

婚俗、仪式开始的。新式婚俗的

变化和冲突仍主要发生在上海、

北京、广州等接受西方文化较多

的城市，广大农村及偏僻城镇旧

俗尚无明显变化。

民国初期，文明结婚仪式仅

具雏形，社会上传统的旧式婚礼

仍在风行，而且占上风。所以，

文明结婚的婚礼从形式到内容都

不免新旧混杂，不甚规范。有人

作 《首都杂咏·结婚马车》 诗

云：“嫁娶而今尚改良，从今从

古费思量。辉煌花轿车中载，不

用人抬用马将。”

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

转载佚名诗人 《时尚新谈·结

婚》 诗云：“妾身绿钗绮霞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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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襟花球香半开。宝马一双车似

水，路人艳说结婚回。”这段文

字，当可作为当时文明结婚婚礼

的写照。

婚姻礼俗的变革

辛亥革命前，在男女平权和

社会进步的理想下，婚姻自由的

要求日趋普遍。秋瑾的弹词《精

卫石》道出了这种心声：“此生

若是结婚姻，自由自主不因亲。

男女无分堪作友，互相敬重不相

轻。平日并无苟且事，学堂知己结

婚姻。一来是品

行学问皆晓，二

来是性情志愿尽

相闻（一作尽皆

知闻），爱情深切

方为偶，不比那

（一面）无亲陌路

人。平日间相亲

相爱多尊重，自

然是宜家宜室两

无嗔。”当时的 《女学唱歌集》

中收有 《自由结婚歌》，歌词

道：“可笑那旧社会全凭媒妁通

情”“记当初指环交换，拣着平

生最敬、最爱的学堂知己”。这

也反映了当时广大青年婚姻自由

的迫切要求。

要想实现婚姻自由，首先必

须实行社交公开，破除封建礼教

之“大防”和旧婚姻男女不相

见、无所知的弊病。社交公开就

是指在求学、就业和参政等社会

活动过程中，打破男女界限，互

相交流、了解和相互帮助并争取

■在新风尚与旧礼俗的对抗中，社会上也出现了所谓中西结

合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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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权利。这样意义上的社交

公开，是要将两性关系变革到合

理、自然的状态，实行正常的交

往，并不局限在求偶，其具体办

法就是男女同校。社交公开与

否，是判断婚姻变革利弊的标

尺。

新式婚姻以两性相恋为中心

要素和存在基础。由公开社交而

产生的自由恋爱，使相对于专制

而言的婚姻自主成为包含新内容

的婚姻自由。只有自由恋爱的结

合“才算真实、正确、含有意义

的婚姻——才算婚姻自由”。婚

姻是异性双方之间的事，不容他

人或其他因素横加干涉；爱情中

心的原则，排除了一夫多妻制存

在的合理性，爱情存否成为检验

婚姻制度及家庭生活道德与否的

标准，也成为决定婚姻关系是否

应当维持下去的依据。所以，提

倡婚姻自由不仅要“禁娶妾旁淫

之俗，明夫死守节之非”，而且

要求在婚姻基础遭到破坏时，人

们有离婚和再婚的自由。

当时社会上除了坚守旧传统

与鼓吹新风俗的两种婚俗外，还

有部分人既看到了旧传统的弊

端，又对变革持谨慎的态度，考

虑到青年受教育的程度及自由恋

爱在社会上实施的后果等因素，

部分人不赞成实施婚姻自由、恋

爱自由，便出现了一种“折衷婚

姻”。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在理论上以男女自主为

理想，其婚姻改良的主张包括：

综合子女和父母各有所长的意

见，研究年龄和体格、重人而轻

财、除迷信、减嫁妆、节聘金、

删繁文缛节而崇实礼等一些进步

性和可行性具体内容。

二是借婚姻自由或改良之

名，仍行旧婚之实。讲求媒妁之

言和门当户对，婚姻自主被歪曲

为“惟男倡女和，乃结婚姻之公

例，女子不可自进而求”。它宣

称建立“伦理婚姻”，力图调和

嗣宗继业与恋爱的婚姻。折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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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作为婚姻自由主张的旁支，无

疑仅仅是迁就一时的改良方案。

民国初期，一些激进青年提

出了“废除婚姻”口号。“罢婚

姻以行自由结合，废家庭以行人

类之生长自由”，是无政府主义

者的婚姻主张。1912年，无政府

主义者成立了社团“心社”，其

十二条戒约中有“不婚姻”和

“不称族姓”的内容。戒约认

为，从重男轻女到一夫一妻，由

婚姻而来的夫妻、父子、家族、

遗产制度、婚姻的不可离异性都

是不自由不平等的表现，只有废

除了婚姻家庭，才能达到“恋爱

自由”即自由结合的境界。

婚姻自由、废除婚姻乃至于

婚姻革命等主张，矛头所指的都

是封建婚姻制度及旧式婚俗。这

些主张的提出，是对封建婚制和

婚俗的否定，所体现的是当事人

自主婚姻的精神和新型的恋爱

观。这些婚姻观念在民国初期的

激进青年中广为传播，并逐渐付

诸实施，在五四前后曾产生了重

大影响，对解放人们的思想起到

了促进作用。婚姻观念的转变，

无疑成为民国初期整个婚姻礼俗

变革的强大思想动力。

民国初年，婚姻法多沿袭清

代规定。官方规定一夫一妻制，

不禁纳妾，但又不准以妻为妾和

有妻更娶。在法律上，妻与妾等

级分明，有妻不得再娶妾。纳妾

制度无疑是封建时代的陋俗，理

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批评和反

对。民国时期，社会舆论和妇女

团体均强烈呼吁“禁止蓄婢纳

妾”“纳妾者以重婚罪论”，坚决

要求取消一夫多妻制。传统的纳

妾制和一夫多妻制受到越来越多

的人的批评、否定和抵制，一夫

一妻制的新型婚姻形态正逐步确

立起来。

随着婚姻观念的变革，婚姻

更加自由。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

由与离婚自由。就结婚自由来

说，当时包办婚姻逐渐减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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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婚姻逐渐增多。如民国初年

在广东还流传着“女子解放，自

由选婿”的歌谣。

1915年北洋政府制定《民律

亲属编草案》，规定夫妻不相和

谐、夫妻一方生死不明、夫妻一

方恶意遗弃对方或受虐待等理

由，都可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这样，过去一直是男子特权的

“休妻”现象，转变为追求男女

平等的“离婚”现象。各地离婚

现象逐渐增多。据当时大理院的

离婚判例档案，在主动离婚者中

妇女占近半数，这是一种引人注

目的倾向，说明在离婚方面出现

了由传统向现代、由不自由向自

由的转变。

封建社会虽然也有“离婚”

法，但那完全是为男子而设的。

所谓“七出”指不顺父母、无

子、淫僻 （一说淫佚）、嫉妒、

恶疾、多口舌、窃盗，是丈夫

“休妻”的条件，其含义实际上

是让女子在家庭中放弃最起码最

正当的权利，绝对服从男子所属

家族的专制，甘居附从，变成哑

巴，恪守片面的贞操，履行绝对

的义务，作传宗接代和家务劳动

的机器，不得支配和使用家庭经

济收入和财产。“七出”写入封

建法律之中，是封建家族利用婚

姻主权束缚女子的利器。男子利

用“七出”可以轻易地休妻。

民国成立后，中国先进分子

对封建的片面的离婚法提出了严

厉的批判，提倡妇女离婚自由。

在民国政府颁布的新 《民法》

中，对离婚进行了详细规定，分

协议离婚和判决离婚。这些条款

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与传统

的“离婚”法截然不同，基本上

是从男女平等的原则出发，目的

是解除双方的痛苦。由于法律已

作出明确规定，人们便敢于提出

离婚，尤其是从来处于婚姻从属

地位的女性也主动起而抗争，向

传统不平等的婚姻制度发出挑

战。新《民法》规定离婚和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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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自由，而且女性也具有提出

离婚的权利。因此，离婚成为民

国初期婚姻变革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寡妇必须守节的

观念根深蒂固，“望门守寡”成为

定俗，而寡妇再婚则被乡党宗族

引以为大耻。民国初期，许多人

接受了离婚自由的新观念，认为

寡妇同样享有再婚的自由。正是

在离婚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同

时，不少人不再勉强维持感情破

裂的婚姻关系，而断然离婚以解

除痛苦。民国初期的离婚率在上

海、北平、天津、广州、成都这

样的大城市，呈现出上升趋势，

离婚成为婚姻方式与制度变革中

最惹人注目的问题。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离婚现

象越多，传统家庭的动摇就越显

著，这对旧中国宗法社会的结构

与机制无疑会产生一定的破坏

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

社会进步的象征。但离婚现象的

存在也给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诸如家庭解体后子女抚养教育问

题等，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

由上述可见，民国初期婚姻

礼俗的变迁是相当猛烈的。其主

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婚姻观

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不仅提

出了“婚姻自由”的口号，而且

提出了“废除婚制”“婚姻革命”

的主张。二是婚姻制度发生了重

大变化，纳妾制受到猛烈批判，

一夫一妻制逐渐成为主要的婚姻

制度和家庭制度。三是婚礼趋向

简化，形成了一股新式婚礼取代

旧式婚礼的大趋势。文明结婚的

流行，新式婚礼受到社会各界人

士的欢迎，礼节越来越简化。四

是婚姻日益自由。婚姻自由包括

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就结婚自

由来说，当时包办婚姻逐渐减

少，而自主婚姻增多；离婚更加

自由，离婚案件增多。

新式婚姻制度和婚俗取代旧

式婚俗，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在

民国初期婚制和婚俗变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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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种种原因，文明结婚和

新式婚礼在具体实施时，也存在

着一些问题。如在现实生活中，

因男女社交氛围不佳，相互隔

膜 ， 故 出 现 许 多 “ 错 误 的 恋

爱”。新式婚姻存在的问题，不

仅给传统婚姻维护者以攻讦的口

实，而且影响社会大众对于婚恋

自由的看法和态度，阻碍了婚姻

变革的正常发展。

一生标榜自由主义的胡适极

力鼓吹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

姻，但自己的婚事却完全屈从于

母亲的安排：“吾之就此婚事，

全由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

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

婚，此意但为足下道，不足为外

人言也。） 今既婚矣，吾力求迁

就，以博吾母欢心。”这种矛盾

的态度，并不仅仅是胡适一人所

独具的，而是当时许多青年男女

所共有的心态。

从总体上说，民国初期婚姻

礼俗的变革尽管相当猛烈，但旧

式婚姻礼俗仍然占绝对统治地

位，不仅人数多，而且地域辽

阔。即使如杭州这样的城市，

“旧式婚姻居十之七八，新式者

不过十之二三”。更别说那些内

地的城镇乡村了。除了上海、广

东等沿海沿江和内地大中城市

外，绝大多数地方仍然按照旧式

婚俗行事，虽偶有采取新式婚礼

者，也是极少数。而旧式婚制和

婚俗下的许多恶习陋俗，如童养

媳、抢婚、转婚、闹房、纳妾、

守节等，仍然比较普遍。因此，

即使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旧有

观念受到极大冲击，中国近代婚

姻礼俗的变革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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