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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婚是我们每个人的终身大事，勿里洋客家人大部分还是保留传统的习俗，但随着时间流
逝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的习俗被简化或省略尤其是年轻人已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
不重视传统习俗了。本文研究的就是勿里洋客家人婚姻习俗。为了获得可靠的的结果，笔者进行
调查。调查对象是勿里洋客家人，按照年龄抽样，青、中、老各 50 个人，共 150 个人。通过对调
查结果的分析得知勿里洋客家人大部分结婚的时候还是按照传统婚俗。但是关于了解情况可以看
的出来三个不同年龄段对勿里洋客家人婚俗了解程度不同，我们发现老年人比青年人更了解勿里
洋客家人婚礼的过程和含义。此外，我们也发现有些本地人的婚俗跟客家的婚俗融合起来，比如
是在接亲的时候有些部分是按照本地的习俗，而关于哭家的习俗到现在为止已经不再保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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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riage is a lifelong event for each of us. Most of the Beilinyu Hakkas still retain traditional
customs, but as time goes by, lifestyle changes, some customs are simplified or omitted,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raditional customs.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marriage customs of the Belinyu Hakkas. In order to obtain reliable results, the
author conducted a survey research. The object of this research was Belinyu Hakkas, sampling by age:
young, middle and old each 50 people, 150 people in total. Through this survey and analysis, the author
knows that most of the Beilinyu Hakkas are still married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customs.
Howeve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riage customs by three different age groups was different, we
found that the elderly are more aware of the process and meaning of the Beilinyu Hakka marriage
customs than the young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we also found that some local people's
marriage customs are integrated with Hakka's marriage customs. For example, when some parts of
“jieqin” custom are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ustoms, and the bridal laments custom is no longer so far.

引言

定要“明媒正取”，才不为乡间讥笑。
客家人的婚礼，都依照古制“六礼”。
所谓六礼是说亲、送定、报日子和送聘
金、盘嫁妆、接亲与送亲、拜堂。
在那么讲究的婚俗上，印尼客家人
还保留着。在众多的印尼客家人当中，
我们选择了勿里洋客家人作为研究对
象。现在的勿里洋客家人婚礼习俗大部
分还是保留传统的习俗，但随着时间的
流逝，生活方式的改变，习俗部分有的
被简化或省略而年轻人已被西方的影响

印尼是全世界大群岛国家之一，由
两百多个族群所组成，是一个多元种
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印尼也是华人最
多的地区之一，其中有不少客家人，他
们源自于过去数百年来自中国南方的移
民，如福建，广西，广东，海南等。
到现在中国客家人的习俗还给印尼
客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就
是婚礼习俗。众所周知，结婚是人生的
大喜事。客家人属性成规，男婚女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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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不重视习俗了，可为了尊重传统
习俗，他们还是按照旧习俗进行婚礼。
现在的新郎新娘只知道进行婚礼，
但没有深刻地了解习俗的含义。很多年
轻人，办婚礼的时候只靠父母来举办婚
礼而没有主动地了解每个习俗的含义。
现在的老年人也没有告诉年轻人关于婚
礼的习俗及其含义。
因此，笔者想通过这个研究得知勿
里洋客家人有没有把客家人婚礼习俗保
留下来，调查勿里洋客家人对婚礼习俗
的了解程度，并且希望可以让读者了更
加解勿里洋的婚礼习俗。

婚礼习俗都应该保留下来。有 118 个人
（占 78.67%）认为保留习俗的原因是因
为这是传统习俗文化所以必须保留。此
外，共有 28 个人认为这婚俗该保留下来
因为这是传统文化，必须尊重。只有 3
个人认为这婚俗该保留下来是因为这是
父母的要求，而只有 1 个人认为勿里洋
客家人婚礼习俗很独特所以该保留下
来。
勿里洋客家人婚礼习俗整体了解情况
勿里洋客家人婚礼习俗整体了解情
况可从问题 4-6 的统计结果得知。
问题 4：如果您保留客家人的婚俗，那
您是否了解勿里洋客家人婚俗？
问题 5：对您来说,了解婚礼习俗重要不
重要？
问题 6：你是否了解婚礼过程的含义？
从调查结果获知共有 89 个人（占
59.3%）了解勿里洋客家人的婚俗 。此
外，共有 51 个人只稍微有一点儿了解勿
里洋客家人的婚俗，其中占最多的是青
年人（72%）。非常了解勿里洋客家人的
婚俗共有 10 个人，而且这 10 个人都是
老年人。调查结果也显示，有 146 个人
（ 占 97,3% ） 觉 得 了 解 婚 礼 习 俗 是 重
要。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调查问卷这一方式收集
研究资料。问卷发放给 150 个勿里洋客
家人，分别是 50 个年轻人，50 个中年
人，50 个老年人。问卷共有 27 道题，
问题 1-3 是关于研究对象对客家人婚礼
习俗的保留情况，问题 4-6 是关于研究
对象对客家人婚礼习俗整体的了解，问
题 7-27 是关于研究对象对客家人每一项
婚俗的保留与了解情况（媒人、合八
字、过礼、报日子、送聘金、摆嫁妆、
送嫁妆、婚礼当天的习俗、接亲、送
亲、新娘跨大门槛习俗、三朝）。

勿里洋客家人有关媒人的婚礼习俗
问卷里的问题 7 是问在勿里洋是否
还有人通过媒人找对象和帮进行婚礼，
该统计结果显示大部分勿里洋客家人
（共有 104 个人）还是认为目前人们还
通过媒人找对象，但已经越来越少了。

研究结果与分析
勿里洋客家人婚礼习俗保留情况
勿里洋客家人婚礼习俗保留情况可
从问题 1-3 的统计结果得知。
问题 1:您进行婚礼的时候，您是否按照
客家人的婚俗？
问题 2：您认为勿里洋客家人的婚礼习
俗是否还应该保留？
问题 3：如果您觉得应该保留，原因是

勿里洋客家人有关合八字的婚礼习俗
问卷里的问题 8 是问研究对象结婚
之前，男女是否有进行“合八字”的婚
俗。结婚之前有合八字的共有 112 个人
(占 74，67%)，很明显勿里洋客家人进
行婚姻之前事先进行合八字习俗。

什么？
通过对问题 1-3 的统计结果得知 150
个勿里洋客家人都按照客家人婚礼习俗
进行婚礼。他们也都认为勿里洋客家人

勿里洋客家人有关过礼的婚礼习俗
有关勿里洋客家人的过礼习俗是通
过问题 9-12 得知的。
问题 9：结婚之前，勿里洋客家人有没
有进行过礼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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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0：过礼的时候，男家需要准备的
东西有哪些？
问题 11：过礼的时，男方带的篮子有算
数吗？必须带几个篮子？
问题 12：过礼的时候，女家用什么方式
回送？
调查结果显示，勿里洋客家人结婚
之前大部分还进行过礼的习俗，其中青
年人占 94%，中年人占 100%，和老年人
占 100%。过礼时还在保留的东西有猪肉
（猪脚）（占 88%）；酒（占 98%）；饼
干（98%）；水果（占 98%）；红包（占
98% ） ； 红 布 （ 占 98% ） 金 子 （ 97 ，
3%）；蜡烛（占 96，67%）；布料/衣服
（占 81，3）；鞋子（占 90%）；戒指
（占 51，3%）。过礼时很少人保留的东
西是；鸡（13，3%）；手表（2%）；雨
伞(27%)，而没有保留的东西是鱼和米。
过礼带的东西要双数，比如：猪肉
（猪脚）就要带 2 个，酒最少就要带 2
瓶，等等。像钱和金子就比较随意，但

子来进行婚礼，而且他们还请了一位看
日子的先生来看好日子。
勿里洋客家人送聘金的时，也有一
些条件，就是聘金的数尾经常用
“九”，因为他们认为“九”是表示长
久 ，希望婚姻可长久，此外也有人认为
因为“九”是吉祥的数字。
勿里洋客家人有关送嫁妆和摆嫁妆的婚
礼习俗
有关勿里洋客家人的送嫁妆、摆嫁
妆习俗是通过问题 15-16 得知的。
问题 15：为了摆嫁妆，需要准备的东西
有哪些？那些东西有什么含义？
问题 16：送嫁妆是什么时候？
调查结果显示，勿里洋客家人还在
保留的嫁妆是衣服、洗澡用品、缝制
品、甘蔗、生鸡、油、抱孩子的布、化
妆品、雨伞共、毛巾。毛毯也还在保留
但很少（只占 18%）。除了之外，像蔬
菜和水果都没带了。
这些嫁妆都有含义，具体如下：
1. 衣服和洗漱品装在一个行李表示新的
生活开始了，大多数的人都是认为这
样情况共有 133 个人，而不知道含义
共有 17 个人（青、中）；
2. 缝制品表示可以成为一位好妻子，认
为这样的共有 89 个人，不知道含义
的共有 39 个人，也有的认为缝制品
是生活用品共有 3 个人；
3. 甘蔗是甜的而甘蔗杆是一截一截的，
所以表示可以成为幸福美满的家庭就
像甘蔗那么甜，和一截一截的是表示
到下一代还可以成为幸福的家庭。认
为这样的共有 141 个人，剩下的都不
知道含义；
4. 生鸡是要公和母的，这两只鸡是叫
“带路鸡”。这个带路鸡是放在婚车
前面的，有的认为这带路是放在车前
面就是为了避免不好的事，它可挡起
来。这样认为的共有 118 个人（青、
中、老）。此外还有一些认为鸡是有
公和母的就是表示可以得到孩子。认
为这样的共有 32 个人；
5. 共有 105 个人认为油是点亮的材料，
不知道含义的共 38 个人，现在结婚

钱的数字就是有 9 的数字。
从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出，勿里洋客
家人过礼的时候，男方带的篮子大部分
是双数（4，6，8，10，12），因为他们
觉得双数是吉祥的数字。此外也有带单
数（3，9，11）的篮子但比较少。
调查结果也显示，过礼的时候，女
方把男方带来的东西共同分，女方一半
男方一半。在第 10 题就是提到了勿里洋
客家人过礼的时候，带的东西是双数。
双数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必须共同
分的。
勿里洋客家人有关报日子、送聘金的婚
礼习俗
有关勿里洋客家人的报日子、送聘
金习俗是通过问题 13-14 得知的。
问题 13: 勿里洋客家人还有保留”报日
子和送聘金”的习俗吗？
问题 14：勿里洋客家人送聘金的时有什
么条件？
调查结果显示，勿里洋客家人都保
留报日子和送聘金的习俗。保留报日子
的原因就是因为想找比较适合或好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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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嫁妆很少人带油了，但是带发油，
这发油是替代油的；
6. 抱孩子的布表示可以很快有孩子，共
有 142 个人知道这一含义，而不知道
这含义的共有 4 个人；
7. 化妆品是女生生活用品，认为这样的
共有 136 个人，剩下的调查者都不知
道含义；
8. 雨伞是表示可以保护家庭，这样认为
的共有 74 个人，不知道意思的共有
12 个人；
9. 毛毯是表示可以变成温暖的家庭，这
样认为的共有 23 个人，不知道意思
的共有 4 个人；
10. 共有 67 个人（青、老、中）认为毛
巾是生活用品，而不知道意思的共有
18 个人。
此外，有意思的是勿里洋客家人送嫁
妆都是在结婚当天送的，而不是结婚之
前或结婚之后。

问题 18：新郎新娘相拜的时，是在哪
里？
勿里洋客家人结婚的时候新娘新娘
一起相拜最多的是在大门口（共占
64%），也有在婚床前面相拜的（共占
16，67%）。选其他的共有占 26%，在这
里其他指的是新娘新郎相拜在大门口和
婚床前面两个地方。
问题 19：一般在婚床上有些什么东西？
婚礼当天，婚床上的东西有做毛毯
变成像两只鹅，嫁妆，当天的日历和露
兜树和玫瑰花。根据勿里洋客家人所说
的，露兜树和玫瑰花是有意思的。露兜
树和玫瑰花的味道很香，所以就放在婚
床让洞房充满了香的味道。此外，谁进
洞房的人可以拿走露兜树和玫瑰化，听
说凡还没有对象的如果拿露兜树和玫瑰
化都会很快找到对象。
问题 20：勿里洋客家人接亲和送亲的人
是单数还是双数 ？
调查结果显示，勿里洋客家人接亲
和送亲的人大多是双数，大部分是 8
个，因为他们认为 8 是个吉祥数字。

勿里洋客家人婚礼当天的习俗
有关勿里洋客家人婚礼当天的习俗
是通过问题 17-23 得知的。
问题 17：勿里洋客家人婚礼当天一般有
哪些习俗？(早上和晚上)
调查结果显示，勿里洋客家人婚礼
当天早上有新娘化装；接亲；送亲；进
门（入新房）；新郎新娘相拜；新郎新
娘拜天；新郎新娘拜祖先；入洞房；新
郎新娘拜婚床；一起跟家人共同进餐；
敬茶的习俗。研究对象都还在保留这些
习俗。
此外，也有一些习俗开始不保留
了，就是哭家和新郎新娘在洞房内点蜡
烛。还在保留哭家习俗只占 8%，还在保
留 在 洞 房 内 点 蜡 烛 习 俗 也 只 占 12 ，
67%。不保留的婚俗就是新郎新娘在洞房
内新郎新娘共同进餐。
晚上的时候婚宴礼仪是到现在仍在
保留的习俗，而闹房习俗很少人还在保
留。勿里洋客家人的闹房跟参考书上提
到的不一样，勿里洋客家人的闹房是在
结婚前就是让一些小孩子在洞房玩，在
婚床蹦跳，这样的习俗是有含义的，就
是让新婚的很快怀孕。

问题 21：勿里洋客家人接亲的时，有一
个人拿着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是什么和
有什么含义？
从调查的结果得知，盒子里面就是
薷叶和白粉。青年人有 39 个人不知道这
些东西包含了什么含义，但他们还是有
这 个 习 俗 ， 而 剩 下 的 青 年 人 （ 11 个
人），中年人（37 个人）和老年人（44
个人）都认为薷叶和白粉的含义就是表
示尊重。
这个盒子是新郎的妹妹或表妹拿，
然后在新娘的父母面前请求要接嫂子回
家。接下来，新郎的父母会打开盒子放
一个红包，就是表示同意的意思。以前
很多勿里洋老年人喜欢咬这个薷叶,所以
以前如果父母一打开这个盒子就会拿薷
叶来咬和吃它，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做
了。老年人说这个习俗本来就是勿里洋
本地人的习俗，然后慢慢把这个习俗和
客家人婚礼习俗融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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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2：出门时（新娘出门）和进门时
（新娘进门），两方父母是要回避吗？
勿里洋客家人结婚当天出门时（新
娘出门）和进门时（新娘进门），两方
父母是要回避还是不要，青年人大多数
是 选 不 要 （ 占 70% ） ， 而 中 年 人 （ 占
72%）和老年人（占 82%）大多数是选
要。
要回避的有一些的原因：因为女方
的父母不能送孩子出去（因为勿里洋客
家人认为父母送出去的时候就是在去
世），共有 31 个人（青、中、老）这样
认为；回避的人不只是两方的父母，其
他人也要回避是为了避免不好的事情，
因为如果亲戚或朋友跟新郎新娘的生肖
相冲就会得了疾病，这样认为的共有 57
个人（青、中、老）；不知道含义的共
有 4 个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大多数
是回避的原因就是避免不好的事情，因
为如果家人，亲戚或朋友跟新郎新娘的
生肖相冲就会得了疾病。

三朝活动是新娘新郎要在娘家一起跟家
人吃饭（共占 32%），邀请娘家亲戚在
娘家一起吃饭与喝酒（共有 4%），而选
其他的共占 64%。其他是指多选的，具
体如下：
1. 在娘家一起跟家人吃饭和邀请娘家亲
戚在娘家一起吃饭与喝酒（占
33.33%）；
2. 新娘新郎要送猪头和在娘家一起跟家
人吃饭的（占 17.33%）；
3. 新娘新郎要送猪头到娘家，然后在娘
家一起跟家人吃饭和邀请娘家亲戚在
娘家一起吃饭与喝酒（占 8%）；
4. 新娘新郎要在娘家一起跟家人吃饭和
岳母要亲自煮菜给女婿独享的（共占
2.67%）；
5. 新娘新郎要在娘家一起跟家人吃饭，
然后岳母要亲自煮菜给女婿独享和邀
请娘家亲戚在娘家一起吃饭与喝酒
(共占 2%)；
6. 岳母要亲自煮菜给女婿独享和邀请娘
家亲戚在娘家一起吃饭与喝酒的(共
占 0.67%)。
根据上面的解释，勿里洋客家人到
现在还进行的三朝活动就是在娘家一起
跟家人吃饭和邀请娘家亲戚在娘家一起
吃饭与喝酒。此外，像岳母要亲自煮菜
给女婿独享和新娘新郎要送猪头到娘家
已经很少了。
有关三朝这一天不能住在娘家一
事，青年人认为不是这样（68%），而中
年人和老年人大部分都认为是这样（各
占 68%和 86%）。说要回家的原因是各种
各样的：为了回避不好的事共有 58 个
人；听父母的共有 6 个人（青年人）；
跟着习俗共有 29 个人。占最多的就是为
了回避不好的事所以必须回家不可以住
在娘家而且不可以到日落才回家，此外
就是跟着习俗，然后青年人也有只听父
母的。

问题 23：新娘跨大门槛，有什么习俗？
这些习俗有什么含义
调查结果显示，新娘跨大门槛是先
放黄米向新娘，放了之后才可以进新
房。这样的习俗跟参考书上是不一样
的。这一习俗是为了避免不好的事情发
生以及为了去掉恶灵。
勿里洋客家人婚后习俗
有关勿里洋客家人婚后习俗是通过
问题 24-27 得知的。
问题 24：结婚之后，第二天有什么活
动？
勿里洋客家人从以前到现在结婚之
后，第二天的活动就是新娘给父母盛洗
脸水。新娘给父母盛洗脸水是早上的时
候，就是在父母刚起床的时。
问题 25：你们有三朝(回门)的习俗吗？
问题 26：三朝的时有什么活动？
问题 27：三朝这一天是不能住在娘家，
无论远还是近都得回去，是吗？
勿里洋客家人婚后都有进行三朝的
习俗，但有些不是说三朝而五朝（结婚
后第 5 天）或九朝（结婚后第九天）。

结论
通过 150 个勿里洋客家人的调查的
分析，我们总结出来的结果是他们结婚
时都是按照客家人的婚俗。大部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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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认为应该保留好这个习俗，但有些习
俗开始被简化了，而且有些习俗就是按
照勿里洋本地的习俗。他们的婚礼大部
分还是按照传统习俗，比如：说亲与合
八字，送定，报日子和送聘金，盘嫁
妆，接亲与送亲，拜堂与入洞房，婚宴
礼仪，敬茶至今仍然还保留，而哭家和
闹房现在稍微没有保留了。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有些习俗已经跟
勿里洋当地人的习俗融合起来，勿里洋
的闹房是结婚之前布置好洞房时就是让
几个小孩子在婚床来玩，在婚床蹦蹦
跳；接亲的时候就是由新郎的妹妹或亲
戚（女）带着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是薷
叶和白粉，有些老年人说这个习俗就是
勿里洋本地人的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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