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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金龍餐館，位於德州西北西Childerss City. 200
Ave F. NW 79201（287）公路旁，獨立建築，1,

7250立方呎座位140，三張大型布裴檯，
設備齊全，週邊人口兩萬多，生意穩定，

東主退休，售價15萬。有意者請電：盧先生

210.618.9783（手機）

940.937.3331（餐館）300-110608

餐館連地售

Sale $80,000.00, 6000 Sq feet, 200
seat With full equiments, located at

224 S. Thompson St., Springdale, AR
72764 Contact the owner:

479.751.3328‧479.283.8914(cell)
Email: Musa-hang@hotmail.com

Chinese Buffet Business For Sale

300-040109

位於Allen區，中式快餐店，
（Greenville 與 Bethany 之間）。

意者請電：Hong
214.383.2800 (餐館)

469.878.8226 (手機)
300-021810

快餐店出售

中式快餐店有DRIVE THRU
近愛田機場，租金便宜，易經營。

有意者請電：

214.923.2130
300-060210

中式快餐店出售餐館出售
達拉斯小鎮布菲店出售，生意

35,000，售價650,000，

房租1,660。請電：
917.428.3618（手機）
903.873.8846（店）

300-111116

小林電工 Linsanity Electrical
麻州執照 全保險 住宅商業
大小工程 優質服務 價格合理

冷暖氣維修安裝
781-888-6898 Hai(小林)

創業良機
芝加哥28年西式家具,
燈飾,進口批發,業主
擬在一年半後退休,有
意 創 業 者 歡 迎 洽 詢
(773)522-9434謝先生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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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鬧婚”多是從傳統習俗裏繼
承來的

婚禮上本來是借“鬧”來營造喜慶的氛圍。
不過“鬧”的儀式在出現不久就變了味，演變成
以助興爲名的集體狂歡，對新郎、新娘極盡侮
辱。今天的“鬧婚”，很多正是從傳統習俗中繼
承而來的。

首先是“聽房”。在新婚之夜偷聽新人房
事，最早記載于《漢書》上：“新婚之夕，于窗外
竊聽新夫婦言語及其動止，以爲笑樂。”如今，
不少地區仍保留這一習俗。

“聽房”算是文明的，“鬧房”才是重頭戲。
南朝劉宋以來有“新婚三天無大小”的說法。婚
後第二天，人們毫無顧忌地詢問新娘昨晚洞房
之事，話語不堪入耳，倘若新娘羞于回答，則被
鞭子抽打，或被倒挂起來。這種粗俗怪誕的作
法，不僅禁而不止，反而曆代相傳，衍流成俗,
還被冠以調教新婦的名義，即意在驅除新娘作
爲少女的嬌羞，促使她完成角色轉換，適應婆
家這一新環境。如今在一些地區更是以此強迫
新郎新娘當衆表演涉性舉動，甚至一些新娘還
會遭到陌生人的“鹹豬手”

新郎也跑不了，古代鬧房即有“弄婿”一
項，多見于北方遊牧民族。唐代《酉陽雜俎》曾
記載：“婿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
打婿爲戲樂”，男子要忍受棒打戲鬧以證明能
力。時至今日，仍有不少地區保留這一習俗，
2014年10月，一位太原的小夥子在迎親過程中

就被朋友多次猛打，氣管斷裂，在昏迷多日後
離開了人世。

在一些地區，鬧洞房的對象首先是公公，
將公公戴高帽，塗成大花臉，扮作“扒灰佬”遊
街，甚至強迫其背著新娘到處走，供人起哄取
笑。如果公公不在世，鬧婚者的目標則轉移至
新郎的叔伯，甚至兄弟。

鬧完新娘鬧伴娘，是演變到現代才有的
“僞婚俗”。鬧事者興起之至，嫌氣氛不夠，對伴
娘也不放過，動手動腳，乃至非禮，使伴娘羞憤
難當，甚至造成悲劇。2013年10月，山東泰安
16歲伴娘被扒光猥亵的事件引起了社會關注，
事發後新娘在網上發帖稱，伴娘遭扒衣是泰安
習俗，而且事前也跟伴娘說過。“鬧洞房”顯然
不是什麽令新郎新娘愉悅的事情，可它又是怎
麽出現在婚禮習俗中的呢？

●從漢代開始，“鬧洞房”就成了社會
問題

“鬧洞房”這一習俗出現沒多少年，就已經
成爲社會問題。西漢名士仲長統在《易言》中敘
述當時鬧房之陋俗時就批評“宣淫詞于廣衆之
中。顯陰私于族親之間的鬧房之俗‘汙風詭俗
’。其結果足以‘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
也。”《風俗通》也記載：“汝南張妙會杜士，士家
娶婦，酒後成戲，張妙縛杜士，捶二十下，又懸
足指，士遂至死。”鬧新房甚至鬧出了人命，可
見在當時普遍和嚴重的程度。

到了唐代，民間結婚鬧洞房的習俗更爲盛

行。《舊唐書》記載，太極元年（公元712年）左司
郎中唐紹給皇帝上疏談士庶婚姻迎親時風俗
說，當時障車戲婦之人能“遮擁道路”，索要利
市，發放利市一項花費竟以“萬計”，數量超過
聘財，就可見當時此風氣之盛。所以，唐紹認爲
此風俗“既虧名教，實蠹風酞，違紊禮經，須加
節制。望請婚姻家障車者，並須禁斷。”

但是，此風不但未能禁斷，宋代仍有發展。
莊季裕在其所著《雞肋篇》敘述吳郡娶妻戲弄新
婦之風說:“如民家女子，不用大蓋，放人縱觀。
處子則坐于榻上，再適者坐于榻前，其觀者稱其
美好，雖男子憐撫之，亦喜而不以爲非也。”

至明清，鬧洞房在全國各地都成爲普遍的
風俗。民國初年，胡樸安所著《中華全國風俗
志》就記載了清代各地的“鬧洞房”習俗，這些
習俗至今在一些地區人仍有較強的生命力。

《中華全國風俗志》記載，在江蘇淮安，“鬧
房之時，則在黃昏之後，以送房爲限制。是日娘
家須預從男客中擇一能言者爲招待員，唯鬧者
約分孩童和成年種種……成人之鬧房，其目的
則在侮弄新娘及伴者，淫詞戲語，信口而出，或
評新娘頭足，或以新娘脂粉塗他人面，任意調
笑，興盡而止。婚家則百般忍耐，聽其所爲而莫
可如何也。”

●中國人為什麽對鬧洞房樂此不疲？

從古至今，對“鬧洞房”這件事的批評不絕
于縷，但除了少數年份曾經消失外，這種習俗

一直有一席之地，有民俗學家認爲，這與人們
的心理息息相關。

有分析認爲：“當今社會人們鬧房的心理
動機一是‘下意識’的衝動，想從鬧房、戲婦和
撫婦，以及宣揚公媳、叔嫂、姐夫與小姨之間的
關系非人倫化，克服既羨且忌的心理，平衡原
始‘下意識’的衝動。西方著名思想家弗洛伊德
把這種‘下意識’的衝動，解釋爲‘意淫’之舉。”

“二是受興旺發家心理的驅使，利用婚家
樂于讓衆人‘鬧’的心理，發泄衆人對婚家新郎

‘獨占新娘’的原始意識中的心理失衡，我們從
衆人鬧房時的淫詞谑語和對新娘動手動腳的
戲弄、侮辱中，看出衆人那種‘下意識’的對新
娘‘占有’的心理。”（《“娶媳婦，鬧洞房”斷
想----中國婚禮陋俗之批判》作者：張和生）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民俗學家仲富蘭則認
爲：“我們傳統社會的公共生活不發達，所以每
當遇到婚喪嫁娶一類的活動，相幹與不相幹的
人，就將其看作是難得的社交場合和宣泄場
所，無從形成合理的規則。”

那麽舉辦婚禮的家庭爲什麽對“鬧洞房”
又持有相當寬容的態度？

首先，在中國人的觀念中，結婚是人生最
重要的事情之一，“鬧”是一種快樂，熱鬧才有
喜氣洋洋的氛圍，只有“鬧”才能廣揚家族之
勢，顯示家族的興旺；另外，在衆人的心目中，
無論“鬧洞房”過分到何種程度，新郎新娘是不
能翻臉的，否則會得罪衆多的客人。

于是，婚禮就容易變成“騷擾鬧劇”。

中國婚禮中國婚禮
又黃又暴力？

10月31日，山東滕州一位新
娘子剛下婚車，就被迎親的幾個伴
郎在嬉鬧中扔到半空，但掉下來時
愣是沒接住，結果新娘當場後腦勺
著地，昏迷不醒；而在前一天，安徽
安慶，一名男子在新婚之夜被親友
逼著穿上情趣內衣，在皮帶的驅趕
下進商場乞討遊戲幣，並玩起了多
種遊戲……今天類似新聞在網上
已不新鮮，在中國很多地方，鬧洞
房已經演化成單純以挑逗和侮辱
新婚夫婦為樂的“鬧婚”，經常因鬧
得太過，給新人和雙方親友都帶來
不愉快，甚至引發悲劇。

《中國青年報》曾做過一項調
查，結果顯示，79.2%的受訪者都曾
經歷過“鬧洞房”，60.9%的受訪者
直言並不喜歡“鬧洞房”婚俗。既然
不喜歡，為什麽“鬧婚”引發的悲劇
還在不停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