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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开运　 廖希玮

　 　 内容提要　 在伊朗ꎬ 彩礼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ꎬ 也是一项制度ꎮ 现代伊

朗彩礼制度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琐罗亚斯德教的文化土

壤ꎬ 伊斯兰教经典 «古兰经» 进一步强化了伊朗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性别

话语ꎬ 且在西方法制的影响下使其制度化和体系化ꎮ 在以 «伊朗民法典» 为

代表的法律规范下ꎬ 伊朗彩礼制度呈现出强制性、 保障性、 追偿性和象征性

等典型特征ꎮ 彩礼制度对伊朗家庭、 社会影响深远ꎬ 它维护了穆斯林女性的

权益ꎬ 是一种对弱势处境下女性的保护措施ꎮ 但近年来ꎬ 在美国制裁下ꎬ 伊

朗经济形势严峻ꎬ 民生问题突出ꎬ 社会上既出现了 “彩礼制度的存与废” 之

争论ꎬ 也有一些民众提出修改 «彩礼与财务定罪法» 之诉求ꎮ 对此ꎬ 伊朗政

府在尊重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前提下ꎬ 对彩礼制度进行局部微调ꎬ 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彩礼问题的负面影响ꎬ 也促进了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ꎮ 总体看ꎬ 伊

朗彩礼制度的发展演变ꎬ 既是民间社会与政府官方相互调适的过程ꎬ 也是男

性视角与女性视角交流互动的过程ꎬ 更是恪守传统与现代化改革平衡协调的

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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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亦称聘礼ꎬ 波斯语称之为 “梅赫里耶” (ｍｅｈｒｉｅｈ)ꎬ 指结婚时男方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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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女方的礼物ꎮ 在中国ꎬ 彩礼源于古代婚俗 “六礼” 中的 “纳征”①ꎬ 通常于

男女双方完婚前由男方给付女方ꎬ 仅作为民间风俗习惯ꎬ 不具有法律的强制

性ꎻ 而在伊朗ꎬ 彩礼传统上既是缔结婚姻的必经程序ꎬ 也是男方必须履行的

一项义务ꎬ 大多数情况下需由男女双方在婚前明确彩礼数额ꎬ 待婚后女方索

取或离婚时由男方兑现ꎮ 伊朗彩礼制度作为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其背

后反映的不仅是伊朗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文化传统ꎬ 还有伊斯兰教的伦理规范

及其影响下的社会性别秩序ꎮ 因此ꎬ 从社会学视角剖析伊朗彩礼制度的形成

与演变ꎬ 对于理解伊朗婚姻风俗、 妇女权益和社会治理等问题至关重要ꎮ 回

顾学界此前针对伊朗彩礼问题的研究ꎬ 伊朗学者的关注点主要侧重于法学层

面ꎬ 大多是通过梳理相关法律条文以及对典型司法案例进行实证研究ꎬ 分析

现行法律的疏漏之处ꎬ 探寻彩礼问题的解决路径②ꎻ 而西方学者通常从比较视

野出发ꎬ 以西方个人主义、 男女平权的价值体系对伊朗彩礼制度加以评判ꎮ③

相对而言ꎬ 国内学界对伊朗婚俗和彩礼制度缺乏整体性认知ꎬ 将彩礼问题置

于社会性别理论框架下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ꎮ
根据社会性别理论ꎬ 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 社会关

系和心理因素所建构的产物ꎬ 其主要致力于解释男、 女两性在社会角色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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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士昏礼» 孔颖达疏: “纳征者ꎬ 纳聘财也ꎮ 征ꎬ 成也ꎮ 先纳聘财而后婚成ꎮ” 参见陈

鹏著: «中国婚姻史稿»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２０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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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加兰出版社ꎬ １３９２ 年 (伊历) 版ꎻ [伊朗] 马里亚沙巴尼: «婚姻法与彩礼的性质: 五大教法

学家的观点» (波斯文)ꎬ 载 «伊朗法律» １３９９ 年 (伊历) “人权与公民权” 专刊ꎬ 第 ５１５ ~ ５２４ 页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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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功能中的差异ꎮ① 社会性别有别于生理性别ꎬ 具体表现为社会对男、 女两性

的行为气质、 性格角色和社会分工等方面的不同期待ꎮ② 换言之ꎬ 社会性别是

一种动态发展的意识形态ꎬ 在由男性主导的传统性别意识的作用下ꎬ 人们容

易形成诸如 “男尊女卑”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思维定式ꎬ 致使两性在社会

资源、 权利分配上存在不平等ꎮ 可以说ꎬ 社会性别理论深刻揭示了两性差异

的社会文化和制度根源ꎮ 就伊朗而言ꎬ 以社会性别为研究切入点ꎬ 不仅能够

审视伊朗彩礼制度背后备受关注的妇女权利问题ꎬ 还能借此窥见伊朗婚姻、
家庭现象所折射的社会问题及其面临的困境ꎮ 故此ꎬ 本文试图以伊朗彩礼的

发展演变为切入点ꎬ 通过翻译梳理相关法律条文ꎬ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探索伊

朗彩礼制度的形成机理、 特殊性质和新变化ꎬ 以期加深国内学界对伊朗文化

与制度的认识ꎮ

一　 伊朗彩礼制度的形成机理

在伊朗ꎬ 彩礼不仅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社会文化现象ꎬ 也是一项不容回避

的制度规范ꎬ 深刻影响着伊朗人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ꎮ 现代伊朗彩礼制

度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其既定的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土壤的

基础上ꎬ 伊斯兰教经典 «古兰经» 的规训进一步强化了伊朗传统社会中根深

蒂固的性别话语ꎬ 且随着西方法制的植入实现制度化和体系化ꎬ 使彩礼制度

逐渐成为整个伊朗社会的共识ꎮ
(一) 文化传统的沿袭

从历史根源上看ꎬ 伊朗长久以来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为彩礼制度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ꎮ 伊朗彩礼文化的萌芽最早可追溯至古波斯帝国时期的琐罗亚

斯德教传统ꎮ 琐罗亚斯德教是伊朗古老的二元宗教ꎬ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
元前 ５５０ 年至前 ３３０ 年) 和萨珊王朝 (２２６ 年至 ６５１ 年) 时期曾被奉为国

教ꎮ③ 该教崇尚光明ꎬ 将太阳视作无私与忠诚的象征ꎮ 据琐罗亚斯德教经典

«阿维斯塔» 记载ꎬ 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在开天辟地之时创造了光明与誓约之

２２

①
②
③

Ａｎｎ Ｏａｋｌｅｙꎬ Ｓｅｘꎬ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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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密特拉” (ｍｉｔｈｒａ)ꎮ① 德国伊朗学家巴尔托洛梅 (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ａｅ) 在其编撰

的 «古伊朗语词典» 中将 “密特拉” 一词译为 “契约”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 ｔｒｅａｔｙ)ꎬ 这

一解释得到众多权威伊朗学专家的认可ꎮ② 在此基础上ꎬ 梵语学家保罗蒂姆

(Ｐａｕｌ Ｔｈｉｅｍｅ) 对契约的内涵作出了进一步推测ꎬ 他认为 “密特拉” 神所掌管

的契约是血亲关系之外由人为缔结的契约ꎬ 其中就包含夫妻间的婚姻关系ꎮ③

太阳崇拜与契约精神的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代伊朗人缔结婚约的

仪式ꎮ 据琐罗亚斯德教祭司记载ꎬ 在该教的传统婚礼习俗中ꎬ 人们通常以形

似太阳光环的圆环作为约定成婚的信物ꎮ 这些圆环通常由男方用金、 银、 铜

等贵金属打制成指环、 手环或耳环等样式赠予女方ꎬ 以示诚意ꎮ④ 这一传统从

古代流传至今ꎬ 如今伊朗男女结婚仍常有赠送婚戒之举ꎮ⑤ 据此可以推断ꎬ 早

在古波斯帝国时期ꎬ 赠送彩礼的仪式在伊朗的婚姻文化中已初具雏形ꎮ 值得

注意的是ꎬ 从目前的研究发现来看ꎬ 琐罗亚斯德教对彩礼未设强制性规定ꎬ
因此这一时期的彩礼只是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ꎬ 并非伊朗人缔结婚姻的必要

组成部分ꎮ
直至伊朗实现伊斯兰化之后ꎬ 彩礼制度才正式形成ꎮ 公元七世纪ꎬ 阿拉

伯人征服伊朗ꎬ 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王朝覆灭后急剧衰落ꎬ 伊斯兰教随即取

而代之ꎮ 由于蒙昧时期阿拉伯社会女性地位极其低下ꎬ 包办、 买卖婚姻等现

象盛行ꎬ 因此伊斯兰教教义关注婚姻问题ꎮ 先知穆罕默德认为婚姻是真主的

恩典ꎬ “娶妻生子是穆斯林必须遵守的教行” (１６∶ ７２)ꎮ 为杜绝假借婚姻索取

财物的买卖婚姻ꎬ 保障女性婚后的经济利益和人格独立ꎬ 伊斯兰教以穆斯林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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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 «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ꎬ 元文琪译ꎬ 商务印

书馆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６４ 页ꎮ “密特拉” 神在波斯语中亦被称为 “梅赫尔” (ｍｅｈｒ)ꎬ 该词具有 “婚
姻、 情感、 友谊” 之意ꎬ 与彩礼的波斯语 “梅赫里耶” (ｍｅｈｒｉｅｈ) 属同一词源ꎮ 参见北京大学东方语

言文学系波斯语教研室: «波斯语汉语词典»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８１ 年版ꎬ 第 ２３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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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伊朗文化研究网: ｈｔｔｐ: / / ｋｎｉｋｎａｍ ｃｏｍ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４ꎮ
学界关于现代伊朗婚戒的源头存在争议ꎮ 一些伊朗史学家认为ꎬ 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标志性图

腾中ꎬ 法拉瓦哈 (Ｆａｒａｖａｈａｒ) 左手持有的圆环具有约定与承诺之意ꎬ 是人类与主神阿胡拉马兹达达

成契约的象征ꎬ 并以此解释伊朗男女用戒指订立婚约的起源ꎮ 参见 [伊朗] 法尔扎内扎林普什:
«法拉瓦哈: 琐罗亚斯德教的人面鹰翅图腾» (波斯文)ꎬ 载 «历史教学» １３８４ 年 (伊历) 第 １ 期ꎬ 第

２４ ~ 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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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遵循的根本法典 «古兰经» 为载体ꎬ 正式赋予女性获得彩礼的权利ꎮ «古兰

经» 对彩礼作出了多项规定ꎬ 标志着伊朗彩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入新发展

阶段ꎮ
(二) 宗教思想的规训

作为伊斯兰教的根本法典ꎬ «古兰经» 和 “圣训” 是广大穆斯林群体必

须遵从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ꎬ 其中塑造的伊斯兰教的婚姻观、 妇女观被穆

斯林广泛接纳吸收ꎬ 促使性别角色期待下的穆斯林个体自觉实现了 “自我规

训”ꎬ 从而强化了伊朗社会对彩礼制度的认同ꎮ
伊斯兰教的妇女观具有先进性与局限性并存的特点ꎮ 一方面ꎬ 伊斯兰教

为保障妇女权利、 改善妇女地位提出了一系列措施ꎬ 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规

范个体行为ꎬ 整顿社会秩序的作用ꎮ 在婚姻观方面ꎬ 不同于琐罗亚斯德教的

内婚制度ꎬ 伊斯兰教对具有血亲、 近亲关系的婚姻作出限制ꎬ 实现了伊朗婚

姻家庭伦理观念的一次革命性飞跃ꎮ 在此前提下ꎬ 伊斯兰教主张婚姻自由ꎬ
禁止强迫、 买卖婚姻ꎮ «古兰经» 规定ꎬ “当她们与人依礼而互相同意的时候ꎬ
你们不要阻止她们嫁给她们的丈夫” (２∶ ２３２)ꎮ 可见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尊

重女性的自由意志和择偶的自主权ꎮ 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中ꎬ 彩礼是男子娶妻

的必要条件和必经程序ꎮ «古兰经» 对彩礼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ꎬ “你们应当

把妇女的聘仪ꎬ 当做一份赠品ꎬ 交给她们” (４∶ ４)ꎮ 说明男方在婚前须准备一

定数量的财物作为彩礼赠予女方ꎮ 即使是娶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奴为妻ꎬ 彩礼

也是不可缺少的ꎬ “你们彼此是同教的ꎬ 故你们取得她们的主人许可后ꎬ 可娶

她们为妻室ꎬ 你们应当把她们的聘仪照例交给她们” (４∶ ２４)ꎮ 由此可见ꎬ 给

付彩礼是男方应尽的义务ꎮ 关于彩礼的形式和数额ꎬ «古兰经» 并未作出限

制ꎮ 伊朗传统彩礼 (Ｍｅｈｒ ａｌ － Ｓｕｎｎａｈ) 的数额通常以先知穆罕默德为其妻子

和女儿确定的金额为准ꎬ 大约在 ４００ 迪拉姆至 ５００ 迪拉姆①之间ꎬ 具体数额则

依据男方的经济能力或当地的风俗习惯经夫妻双方商议而定ꎮ 彩礼一旦被送

出ꎬ 所有权归妻子一人ꎬ 可由其自由支配ꎬ 其他人不得随意剥夺ꎮ 此外ꎬ «古
兰经» 还强调ꎬ “如果你们休一个妻室ꎬ 而另娶一个妻室ꎬ 即使你们已给过前

妻一千两黄金、 你们也不要取回一丝毫ꎮ 难道你们要加以诬蔑和亏枉而把它

４２

① 在古代ꎬ ５００ 迪拉姆相当于 １ ５００ 谢克尔白银ꎬ １ 谢克尔约相当于今天的 ８ 克ꎬ ５００ 迪拉姆约

为 １２ ０００ 克白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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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回吗” (４∶ ２０)ꎮ 这说明彩礼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男方休妻的权利ꎬ 对男性

具有约束作用ꎮ 可见ꎬ 伊斯兰教妇女观主导下的彩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破除

了传统父权制社会的压迫ꎬ 使妇女从前伊斯兰时期包办、 买卖婚姻的牺牲品

转变为婚姻契约的一方ꎬ 不仅有助于提升妇女的家庭地位ꎬ 而且为妇女提供

了经济保障ꎬ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一定进步意义ꎮ
但另一方面ꎬ 受时代历史条件的制约ꎬ 伊斯兰教的妇女观未能完全摆脱男

权思想的桎梏ꎬ 一定程度上仍带有社会旧习的烙印ꎮ 伊斯兰教强调男女社会性

别的差异ꎬ 认为男女的潜在能力范围不同ꎬ 应尽的义务也大不相同ꎮ 由于男性

长期在生产、 征战等社会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ꎬ 而妇女普遍处于依附地位ꎬ 因

此 “男尊女卑” “男权至上” 的传统性别观念仍是社会意识的主流ꎮ «古兰经»
认为妇女应顺从丈夫ꎬ 主张 “男人的权利比女人高一级” (２∶ ２２８)ꎬ “男人是维

护妇女的ꎬ 因为真主使他们比她们更优越ꎬ 又因为他们所费的财产ꎮ 贤淑女

子是服从的ꎬ 是借真主祜佑而保守隐微的ꎮ 你们怕她们执拗的妇女ꎬ 你们可

以劝诫她们ꎬ 可以与她们同床异被ꎬ 可以打她们” (４∶ ３４)ꎮ 在婚姻方面ꎬ 丈

夫掌握绝对的休妻权ꎬ 要求离婚只需单方面连续 ３ 次宣布 “塔拉格”
(ｔａｌａｑ)① 即可奏效ꎬ 无须征得女方同意ꎬ 一般也无须经过沙里亚司法机关的

批准ꎮ② 显而易见ꎬ 伊斯兰教对妇女的态度较之男性而言更为严苛ꎮ 在 «古兰

经» 的规训下ꎬ 大多数穆斯林相信ꎬ 男人和女人虽然在精神上平等ꎬ 但由于

承担着不对等的家庭责任ꎬ 女人仍然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她的丈夫ꎮ③ 这种父权

制、 夫权制社会的残余使 «古兰经» 中关于男女平等的思想不断地被削弱和

曲解ꎬ 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ꎬ 从而使伊朗妇

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改善ꎮ 在此背景下ꎬ «古兰经» 规定的

彩礼制度更像是对处于弱势地位、 难以实现经济独立的女性的补偿ꎮ
总体观之ꎬ 伊斯兰教虽然开创性地提出了 “男女相生” “性别和谐” 的

理念ꎬ 但受制于时代的局限ꎬ “男尊女卑” “男主外、 女主内” 等思想仍然占

据伊朗社会的主流ꎮ 这种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内化至穆斯林男女的思想、 行

５２

①

②

③

“塔拉格” 系阿拉伯语音译ꎬ 意为 “解脱”ꎬ 引申为 “休妻”ꎬ 是伊斯兰教法确认的离婚的主

要形式ꎮ
Ｌａｗａｌ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Ｂａｎｉ ａｎｄ Ｈａｍｚａ Ａ Ｐａｔｅꎬ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Ｄｉｖｏｒｃｅ ) ｕｎｄ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ꎬ Ｐｏｌｉｃｙ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３８
Ａｎｎｅ － Ｓｏｆｉｅ Ｒｏａｌｄꎬ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Ｉｓｌａ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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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ꎬ 重构了伊朗的社会性别和伦理秩序ꎮ 在这一性别制度的影响下ꎬ 穆斯

林男女在社会资源、 权力分配上存在高度的不均衡情况ꎬ 许多穆斯林女性逐

渐扭曲了对自身的角色定位ꎬ 自觉应当服从丈夫的管束ꎮ 久而久之ꎬ 穆斯林

女性越发被看成两性关系的客体ꎬ 居于从属地位ꎮ 而彩礼制度作为这一性别

秩序的衍生物ꎬ 也逐渐在伊朗形成广泛的认同ꎬ 成为伊朗人婚姻中固有的、
不可分割的、 延续至今的风俗习惯和社会规制ꎮ

(三) 西方法制的植入

«古兰经» 关于彩礼的论述大都零散、 简略且不成体系ꎬ 内容上也不可避

免地带有当时认知的局限ꎮ 因此ꎬ 后世众多教法学家都依据各自的宗教派别

和价值标准对彩礼问题制定了更为详尽的规范ꎬ 他们各执己见ꎬ 莫衷一是ꎬ
在司法判决上出现了诸多分歧ꎮ 例如ꎬ 在确定彩礼时ꎬ 若未言明彩礼是 “即
时的” 还是 “延期的”ꎬ 逊尼派穆斯林认为应各占半数ꎬ 而什叶派穆斯林一律

认定为 “即时彩礼”ꎻ① 若彩礼金额由女方自行决定ꎬ 逊尼派穆斯林认为不应

超过 “适当的彩礼”ꎬ 而什叶派穆斯林规定不得超过 ５００ 迪拉姆ꎮ② 在给付彩

礼时ꎬ 逊尼派教法学家认为父亲没有义务帮助儿子支付彩礼ꎬ 但根据什叶派

教法学家的说法ꎬ 若儿子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付ꎬ 则理应由父亲承担ꎮ③ 此

外ꎬ 什叶派穆斯林认可 “临时婚姻”④ 的合法性ꎬ 而逊尼派穆斯林谴责 “临
时婚姻” 有违伦理道德ꎬ 对 “临时婚姻” 中的彩礼也不予承认ꎮ 直至 ２０ 世纪

初ꎬ 伊斯兰教法所规定的彩礼制度因教派各异ꎬ 甚至因地区各异ꎬ 彩礼案件

的判决标准混乱不一ꎮ 庞杂的法律规定妨碍了现实中司法程序的正常运作ꎬ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彩礼数额的上涨ꎬ 因彩礼问题引发的家庭财产纠

６２

①

②

③
④

“即时彩礼” 指在婚后应妻子要求给付的彩礼ꎻ 而 “延期彩礼” 指因离婚或一方死亡等情况

导致婚姻关系解除后追偿的彩礼ꎮ Ｓｅｅ Ｒａｋｅｓｈ Ｋｕｍａｒ Ｓｉｎｇｈꎬ “Ｌａｗ ｏｆ Ｄｏｗｅｒ (Ｍａｈｒ) ｉｎ Ｉｎｄｉ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６３ － ６６

“适当的彩礼” 指参考妻子的家庭、 社会地位以及与她同等地位的亲戚朋友的彩礼状况ꎬ 结合

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的彩礼ꎮ Ｓｅｅ Ｒａｋｅｓｈ Ｋｕｍａｒ Ｓｉｎｇｈꎬ “Ｌａｗ ｏｆ Ｄｏｗｅｒ (Ｍａｈｒ) ｉｎ Ｉｎｄｉａ”ꎬ ｐ ６６
Ｒａｋｅｓｈ Ｋｕｍａｒ Ｓｉｎｇｈꎬ “Ｌａｗ ｏｆ ｄｏｗｅｒ (Ｍａｈｒ) ｉｎ Ｉｎｄｉａ” .
波斯语称之为穆塔赫 (ｍｕｔ’ａｈ) 或西格赫 (ｓｉｇｈｅｈ)ꎬ 是伊斯兰教什叶派认可并允许的婚姻形

式ꎮ 婚姻的持续时间由几小时至几十年不等ꎬ 到期后婚姻关系自动解除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其指示书 (法特瓦) 中说明了临时婚姻成立的条件: 必须签订结婚合同ꎻ 必须

明确临时婚姻的期限ꎻ 必须明确彩礼数额ꎻ 若要延续婚姻关系ꎬ 必须续签合同ꎻ 若不续签合同ꎬ 婚姻

关系自动解除ꎬ 且女方再婚前应有 ３ 个月零 １０ 天的 “待婚期” (为确定是否怀孕)ꎮ Ｓｅｅ Ａｋｂａｒ
Ａｇｈａｊａｎｉａｎꎬ Ｓａｊｅｄｅ Ｖａｅｚｚａｄｅꎬ Ｊａｖａｄ Ａｆｓｈａｒ Ｋｏｈａｎ ａｎｄ Ｖａｉｄ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ꎬ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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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不断增多ꎬ 公共秩序屡遭破坏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为加强中央集权ꎬ 革除宗教

司法体系的弊端ꎬ 巴列维王朝 (１９２５ ~ １９７９ 年) 开国君主礼萨汗 (Ｒｅｚａ
Ｓｈａｈꎬ １８７６ ~ １９４４ 年在世) 大力推行司法改革ꎬ 参考并采用欧洲的法律体系

建立了世俗的司法系统ꎬ 实现了伊朗司法概念、 制度和实践的西化ꎮ① 随着伊

朗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ꎬ 彩礼的法律规范也顺应而生ꎬ １９３５ 年正式生效的

«伊朗民法典» 首次把彩礼纳入法律规范ꎬ 这成为伊朗彩礼制度形成的标准ꎮ
以法国法典为蓝本的 «伊朗民法典» 于 １９３５ 年正式生效ꎬ 它首次从国家

官方层面对彩礼进行规范ꎬ 为解决彩礼问题提供了现代法律依据ꎬ 实现了彩

礼制度的法制化和体系化ꎮ 在法律的裁决与执行上ꎬ 现代彩礼法代替传统伊

斯兰教法成为司法案件的执行标准ꎬ 使宗教与司法分离ꎬ 剥夺和限制了神职

人员对婚姻及彩礼事务的管辖权和解释权ꎬ 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司法秩序ꎬ 是

时代的进步ꎮ 但另一方面ꎬ 彩礼法的确立实质上也是对传统社会性别秩序变

相的维护ꎮ 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 认为ꎬ 任何民族的

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都会建立较为稳固的结构模型ꎬ 因此文化的子系统

具有维模功能ꎬ 能使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起选择作用和自我保护作用ꎮ② 换言

之ꎬ 当外来文化有利于本土文化模式的传承时ꎬ 维模功能便相对宽容ꎬ 允许

其附加到原有的文化机体中ꎻ 反之ꎬ 当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具有破坏性时ꎬ
维模功能便会竭力抵制外来文化的侵入ꎮ «伊朗民法典» 对西方法律的借鉴是

有选择性的ꎬ 其中的家庭法部分 (包括彩礼法在内) 仍然基本沿袭了 «古兰

经» 和伊斯兰教法的相关规定ꎬ 许多条文实际上是什叶派法理学中多数意见

的简化和汇编ꎬ 极大程度地保留了传统的父权家长式家庭理念ꎮ 可以说ꎬ 现

代彩礼法并未对伊斯兰教法进行现代化的彻底革新ꎬ 而是将宗教法律的内涵

纳入现代法律体系的框架之内ꎬ 延续和强化了 «古兰经» 对社会性别的规训ꎬ
在实现彩礼文化法制化的同时也加剧了这种风俗习惯的保守性ꎮ

二　 现代伊朗彩礼制度的特性及其影响

目前ꎬ 学界针对彩礼性质的研究较为主流的观点有婚姻偿付理论和婚姻

７２

①

②

詹晋洁: «礼萨汗时期 (１９２１ － １９４１ 年) 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与困境»ꎬ 载 «世界

民族»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７ 页ꎮ
陈晓莹编著: «文化传播学»ꎬ 福建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６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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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理论ꎮ 其中ꎬ 持婚姻偿付理论的研究者认为ꎬ 彩礼实际上是男方支付给

女方家庭的费用ꎬ 是对女方家庭劳动力外流的补偿ꎮ 社会学家韦斯特马克

(Ｅ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ｍａｒｃｋ) 在 «人类婚姻史» 中阐释了他的观点ꎬ “补偿形式不一ꎬ
或是以亲换亲ꎬ 或是服以劳务ꎬ 或是赠与这样那样的财物ꎮ”① 在他看来ꎬ 女

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是具有生育和劳动价值的商品ꎮ 而持婚姻资助理论的

研究者则认为ꎬ 彩礼是新郎和新娘组成的新家庭的 “启动资金”ꎬ 是原生家庭

对新家庭的经济资助ꎮ 关于这一理论ꎬ 人类学家孔迈隆 (Ｍｙｒｏｎ Ｌ Ｃｏｈｅｎ) 的

观点最具代表性ꎬ 他主张 “婚礼交易不能仅仅被视为对娶入妇女的偿付ꎮ 在

多数情况下ꎬ 双方都花钱ꎬ 尽管大多的花费确是由新郎家来出ꎮ 但无论如何ꎬ
婚姻中的财富分配趋向于对新婚夫妇的资助ꎮ”② 这就表明在婚姻资助理论的

研究者看来ꎬ 彩礼多数情况下需由父母支付ꎬ 并且最终都流向了子女的小家

庭ꎮ 上述理论虽然都精辟地概述了广大地区彩礼文化的特性ꎬ 却无法完全适

用于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伊斯兰国家ꎮ 在 «伊朗民法典» 的法律条文中ꎬ
现代伊朗彩礼制度的实质是在沿袭旧风俗的基础上建构的新秩序ꎬ 其大体具

备以下特征:
(一) 强制性

强制性是伊朗彩礼区别于中国彩礼最显著的一大特征ꎮ 在 «古兰经» 的

训诫中ꎬ 彩礼是穆斯林婚姻成立的基本条件之一ꎬ 是穆斯林婚姻观的内在要

求ꎬ 也是穆斯林婚姻契约性的具体表现ꎮ 在 «伊朗民法典» 中ꎬ 彩礼法是婚

姻法的下属条例ꎬ 商议彩礼是结婚协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伊朗民法典»
在第二卷第七编第七章的第 １ ０７８ ~ １ １０１ 条中对正式婚姻以及临时婚姻中的

彩礼作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ꎬ 并且一直沿用至今ꎮ
关于彩礼的确定ꎬ «伊朗民法典» 第 １ ０７９ 条规定ꎬ 彩礼虽然是女性的特

权ꎬ 但也必须在夫妻双方知情的前提下确定ꎻ 第 １ ０８９ 条规定ꎬ 若确定彩礼的

权利交给丈夫或者第三方ꎬ 丈夫或第三方可依据自己的意愿确定彩礼ꎮ 此外ꎬ
若彩礼为房产或土地ꎬ 需到相关办事处登记确认ꎻ 若以现金或金币方式支付ꎬ
也应在结婚协议中明确当时的汇率和金价ꎬ 以便日后结算支付ꎮ

关于彩礼的类型ꎬ «伊朗民法典» 依据确定形式和给付时间的不同ꎬ 将彩

８２

①

②

[芬兰] Ｅ Ａ 韦斯特马克著: «人类婚姻史»ꎬ 李彬、 李毅夫、 欧阳觉亚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７６９ 页ꎮ

阎云翔著: «礼物的流动»ꎬ 李放春、 刘瑜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版ꎬ 第 １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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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归为以下几类: 一是 “指定的彩礼” (Ｍｅｈｒ ａｌ － Ｍａｓｍｉ)ꎬ 指夫妻双方在结

婚协议中共同确定的彩礼金额一经确定ꎬ 便不得随意更改ꎬ 且需在婚后应女

方要求进行给付ꎮ 二是 “适当的彩礼” (Ｍｅｈｒ ａｌ － Ｍａｔｈｌ)ꎬ 适用于夫妻双方未

在结婚协议中明确彩礼金额的情况ꎮ «伊朗民法典» 第 １ ０９１ 条规定ꎬ “适当

彩礼” 的确定需综合考虑妻子的家庭地位以及与她同等地位亲戚朋友的彩礼

状况、 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因素ꎻ 第 １ ０９０ 条规定ꎬ 若彩礼由女方确定ꎬ 数额不得

超过 “适当的彩礼”ꎮ 三是 “补偿的彩礼” (Ｍｅｈｒ ａｌ － Ｍｕｔ’ａ)ꎬ 指夫妻双方未在

结婚协议中确定ꎬ 且丈夫决定与妻子在同房前离婚ꎬ 作为补偿给付的彩礼ꎮ «伊
朗民法典» 第 １ ０９４ 条规定ꎬ “补偿彩礼” 的确定主要取决于丈夫的财务状况ꎮ

除正式婚姻中的彩礼之外ꎬ «伊朗民法典» 对临时婚姻中的彩礼也作出了

强制性规定ꎮ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ꎬ 在临时婚姻中ꎬ 双方必须在婚前协商婚

姻时长和婚姻到期后男方应支付的彩礼金额ꎮ «伊朗民法典» 第 １ ０９５ 条规

定ꎬ 没有确定彩礼的临时婚姻无效ꎻ 第 １ ０９６ 条规定ꎬ 若临时婚姻期间妻子去

世ꎬ 不影响彩礼的给付ꎬ 可以由妻子的继承人收取ꎻ 第 １ ０９７ 条规定ꎬ 若丈夫

在与妻子同房前自愿终止婚姻关系ꎬ 仍须支付妻子一半彩礼ꎮ
(二) 保障性

保障性是伊朗彩礼制度进步意义的具体体现ꎬ 它意味着彩礼不再是买卖

婚姻的手段ꎬ 而是女性在婚姻中保有谈判能力的砝码ꎬ 是婚姻解除后女性生

活的经济保障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伊朗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约

束ꎮ 一般而言ꎬ 彩礼数额越高ꎬ 相应地女性在婚姻中的谈判资本和空间也就

越大ꎮ 在 «伊朗民法典» 中ꎬ 彩礼制度对女性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彩礼的所有

权和留置权两大方面ꎮ
关于彩礼的所有权ꎬ «伊朗民法典» 第 １ ０８２ 条做出了如下规定: 结婚协

议生效后ꎬ 妻子即刻成为彩礼的所有者ꎬ 并且可以随意支配ꎮ 说明彩礼的所

有权只属于妻子一人ꎬ 家属无权进行干涉ꎮ 结婚协议作为民事契约具有合同

的性质ꎬ 生效后不可随意修改、 伪造ꎮ 在结婚协议中签署的彩礼协议也具有

法律性质ꎬ 它对丈夫向妻子宣布离婚的绝对权力有制约和威慑作用ꎬ 可以保

护妻子免受这种专断权力的侵害ꎮ
除了所有权之外ꎬ 女方还享有彩礼的留置权ꎮ 留置权是妻子追讨未付彩

礼的一种特殊手段ꎬ 指的是当因丈夫身故或离婚而解除婚姻关系时ꎬ 若彩礼

债务未能得到清偿ꎬ 妻子有权继续占有丈夫的财产ꎻ 若超过一定期限彩礼仍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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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到清偿ꎬ 妻子有权自行变卖留置财物ꎬ 并且享有从中优先受偿的权利ꎮ①

与所有权一样ꎬ 留置权也具有可继承性ꎬ 若女方在留置期间死亡ꎬ 女方的留

置权可以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ꎮ 由此可见ꎬ 伊朗女性获得彩礼的合法权益并

不会因为丈夫过世等意外情况而丧失ꎮ 在所有权和留置权的规则下ꎬ 伊朗女

性婚后的经济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ꎮ
(三) 追偿性

与中国彩礼的性质不同ꎬ 伊朗彩礼是一种无担保债务ꎬ 由妻子在婚后或

离婚时向丈夫追偿ꎬ 或是在丈夫去世后从其遗产中追偿ꎮ② 在此期间ꎬ 当夫妻

双方涉及与彩礼相关的财务纠纷时ꎬ 妻子是债权人ꎬ 丈夫是债务人ꎬ 彩礼与

其他任何形式的债务处于同等地位ꎬ 由此体现出伊朗彩礼的追偿性ꎮ 这一特

性从 «伊朗民法典» 规定的彩礼给付原则和返还原则中可见一斑ꎮ
根据彩礼的给付原则ꎬ 一般情况下ꎬ 彩礼在婚后妻子索取或离婚时由丈

夫给付ꎮ 若彩礼需在婚后立即支付ꎬ «伊朗民法典» 第 １ ０８５ 条规定ꎬ 在丈夫

给付彩礼前ꎬ 妻子有权拒绝履行对丈夫的义务ꎬ 且这并不剥夺妻子从丈夫处

获取赡养费③的权利ꎮ «伊朗民法典» 第 １ ０８３ 条的规定ꎬ 当以丈夫的经济能

力难以一次性付清彩礼时ꎬ 彩礼可以分期支付ꎮ 此外ꎬ 夫妻一方身故不会导

致彩礼无效ꎬ 妻子去世ꎬ 彩礼可由其继承人收取ꎮ
虽然女方有权在婚后按照自身意愿向丈夫索要彩礼ꎬ 但追偿的数额仍需

参照彩礼的返还原则视具体情况而定ꎮ 例如ꎬ «伊朗民法典» 第 １ ０９２ 条规

定ꎬ 若夫妻双方在同房前离婚ꎬ 妻子有权索取一半彩礼ꎻ 若丈夫已经支付了

一半以上的彩礼ꎬ 则有权要求妻子退还多余的部分ꎮ «伊朗民法典» 第 １ ０９８
条规定ꎬ 若婚姻 (无论是正式婚姻还是临时婚姻) 因某种原因被认定无效ꎬ
且夫妻双方尚未同房ꎬ 女方无权获得彩礼ꎻ 若此时女方已经索要彩礼ꎬ 男方

可以要求返还ꎮ «伊朗民法典» 第 １ １０１ 条规定ꎬ 若婚姻关系的解除是由男方

个人原因造成ꎬ 女方有权获取一半彩礼ꎮ 以上规定一并构成了伊朗彩礼的追

偿性特征ꎮ

０３

①
②

③

Ｒａｋｅｓｈ Ｋｕｍａｒ Ｓｉｎｇｈꎬ “Ｌａｗ ｏｆ Ｄｏｗｅｒ (Ｍａｈｒ) ｉｎ Ｉｎｄｉａ”ꎬ ｐ ６９
Ｌｉｎｄｓｅｙ Ｅ Ｂｌｅｎｋｈｏｒｎ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ｒｔ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Ｍａｈ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Ｐｒｅｎｕｐｔ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ｍｅｎ”ꎬ ｐ ２００
波斯语将 “赡养费” 称为 “纳发戈” (ｎａｆａｇｈｅ)ꎬ 根据 «伊朗民法典» 第 １ １０７ 条ꎬ 赡养费指

婚姻关系确立后由丈夫承担妻子的衣、 食、 住、 行等费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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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象征性

«伊朗民法典» 对彩礼的形式几乎不作限制ꎬ 第 １ ０７８ 条规定: “一切有

价值的物品均可确定为彩礼ꎮ” 因此彩礼作为伊朗婚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在受家庭思想观念、 男方经济状况以及法律法规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同时ꎬ 也

与其所属的社会环境、 宗教文化传统密不可分ꎬ 往往呈现出彩礼的物品和数

量象征性的特点ꎮ
伊朗彩礼所隐含的象征意义着重体现在两个方面ꎮ 一方面ꎬ 彩礼数额象

征着男方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ꎬ 是女方家庭衡量男方能力的重要标识ꎮ 此

外ꎬ 对于女方家庭来说ꎬ 彩礼越高越能反映女方在婚姻中的自主权和话语权ꎮ
而对于男方家庭而言ꎬ 彩礼的多寡则取决于女方的年龄、 学历、 容貌、 婚姻

状况等条件ꎬ “以貌按岁” 定价、 “以身论价” 的现象屡见不鲜ꎮ 因而ꎬ 从某

种意义上看ꎬ 彩礼在婚姻中具有双向筛选的功能ꎬ 商议彩礼的过程实质上是

男女双方家庭之间的博弈ꎮ 另一方面ꎬ 彩礼的数额往往也具有象征意义ꎮ 在

通货膨胀加剧、 货币迅速贬值的时代背景下ꎬ 伊朗青年大多采用一种名为

“自由之春” (ｂａｈａｒ ａｚａｄｉ)① 的金币作为彩礼ꎬ 他们普遍认为金币不仅具有保

值避险的功能ꎬ 还有繁荣富饶的美好寓意ꎮ 在金币数额的选择上ꎬ 许多家庭

会将其确定为新娘的出生年份ꎮ 例如ꎬ 一位出生于伊朗历 １３７０ 年 (１９９１ 年)
的女士的彩礼是 １ ３７０ 枚金币ꎮ 重视宗教信仰的家庭则通常会考虑包含数字

“１４” 或 “５” 的彩礼金额ꎬ 在他们看来ꎬ 数字 “１４” 代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

默德和他的女儿法蒂玛ꎬ 以及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ꎬ 而数字 “５” 则象征着伊

斯兰教的 “五圣人”ꎬ 即穆罕默德、 法蒂玛、 阿里、 哈桑和侯赛因ꎮ 这种将彩

礼金额与宗教人物相关联的做法ꎬ 不仅彰显出穆斯林家庭对伊斯兰信仰之虔

诚ꎬ 也包含着其对婚姻的敬畏之情ꎮ 除此之外ꎬ 随着伊朗城市化的发展和人

民认知水平的提升ꎬ 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伊朗男女仅仅将确定彩礼视为一种

象征性的仪式ꎬ 于他们而言ꎬ 一本圣书、 一枚金币和几束鲜花足矣ꎮ
总的来说ꎬ 彩礼制度对伊朗家庭、 社会影响深远ꎮ 毋庸置疑ꎬ 彩礼制度

的确立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ꎮ 首先ꎬ 彩礼制度维护了穆斯林女性的权益ꎬ 是

一种对弱势处境下女性的保护措施ꎮ 作为一份物质保障ꎬ 彩礼表达了男方缔

１３

① “自由之春” 金币直径约 ２２ 毫米ꎬ 正面印有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

的头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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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姻的诚意和对女方的尊重ꎬ 一方面能够对婚约进行信用担保ꎬ 在一定程

度上规避因男方悔婚或随意离婚带来的风险ꎻ 另一方面也能起到道德制约的

作用ꎬ 在无形中约束男方婚后不良行为的发生ꎬ 有利于提高女性在婚姻中的

自主权ꎮ 彩礼价值的攀升ꎬ 不仅体现了当代伊朗女性对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视ꎬ
同时也反映出她们对扭转婚姻关系中顺从与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家庭地位的强

烈愿望ꎮ 其次ꎬ 彩礼作为婚约订立的标志ꎬ 以结婚协议为载体被赋予法律效

力ꎬ 彰显婚姻缔结的严肃性ꎬ 有利于婚姻关系的稳定ꎮ 此外ꎬ 彩礼制度的确

立也为彩礼纠纷案件的处理提供了直接有力的法律依据ꎬ 促使司法部门对此

类案件的审理更加高效、 便捷、 公正ꎮ
但与此同时ꎬ 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和彩礼数额的上涨ꎬ 伊朗彩礼制度的

某些弊端逐渐显露ꎮ １９７９ 年ꎬ 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ꎮ 后伊斯兰革命时代ꎬ
伊朗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ꎬ 在国家建设中屡次经历社会剧变ꎮ 在经

济波动的过程中ꎬ 伊朗时常面临通货膨胀加剧和货币贬值的危机ꎮ 在伊朗

民众风险意识的驱动下ꎬ 彩礼的形式、 数额也随之发生变化ꎬ 金币逐步代

替现金成为彩礼的主要形式在伊朗广泛流行ꎮ 然而ꎬ 随着金价的攀升ꎬ 高

额彩礼的现象愈演愈烈ꎬ 并逐渐从家庭内部的经济纠纷升级成引发高度关

注的社会问题ꎮ
在伊朗现阶段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就业环境下ꎬ 与伊朗社会发展状况ꎬ 人

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相称的彩礼数额进一步增添了男性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

担ꎬ 促使部分适婚青年 (尤其是收入不高的男性青年) 产生恐婚情绪ꎬ 采取

消极举措回避婚姻风险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 基于伊朗彩礼制度的特殊性ꎬ 金价

已成为伊朗男女结婚和离婚时衡量成本效益的一个重要指标ꎮ 据调查ꎬ 对于

收入有限的男性青年而言ꎬ 伊朗的金价与离婚率之间长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ꎬ 高额彩礼加剧了伊朗家庭内部的矛盾纠纷ꎬ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婚姻

关系的稳定ꎮ① 与此同时ꎬ 高额彩礼也背离了婚姻的初衷ꎬ 不少男性为偿还彩

礼倾其所有ꎬ 负债累累ꎬ 其中不乏一些人由于无法兑现彩礼ꎬ 采取恐吓、 威

胁甚至暴力的方式逼迫妻子主动放弃对彩礼权利的申诉ꎬ 使彩礼制度在社会

实践层面有时流于形式ꎬ 难以切实发挥对女性的保护作用ꎮ 除此之外ꎬ 在伊

２３

①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Ｆａｒｚａｎｅｇ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Ｆ Ｇｈｏｌｉｐｏｕｒꎬ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Ｇｏｌｄ Ｃｏｉｎ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ｒａｎ”ꎬ ＣＥＳｉｆｏ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６８７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５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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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国内经济形势欠佳的情势下ꎬ 伊朗司法执法部门处理的彩礼纠纷案件激增ꎮ
据伊朗媒体报道ꎬ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伊朗有近 ３ ０００ 人因拖欠彩礼入狱ꎬ 因彩礼

问题导致的司法案件数量较之以往增加了约 ２０％ ꎬ 且这一趋势仍在延续ꎮ①

数额庞大的彩礼纠纷案件致使法律文本与司法实践之间产生巨大张力ꎬ 法院

需依据各家庭的具体情况调和法律与现实的矛盾ꎬ 作出合理判决ꎬ 从而使得

司法部门审理案件和执行判决的难度大大增加ꎬ 一定程度上造成司法资源的

浪费ꎮ
由此观之ꎬ 虽然彩礼作为伊朗的文化传统难以动摇ꎬ 但在当前经济不振

的社会背景下ꎬ 伊朗广大中下层家庭在兑现彩礼的问题上困难重重ꎮ 刚性的

彩礼制度与高昂的彩礼价额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结婚成本ꎬ 对收入能力

有限的适龄青年走入婚姻、 组建家庭增添了一定阻碍ꎬ 也使此类已婚男性在

现存性别体系下受到了精神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制约ꎮ 近年来ꎬ 伊朗多次发

生针对彩礼法的聚众抗议事件②ꎬ 彩礼问题开始引起伊朗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官

方的直接介入ꎬ 如何把握伊斯兰伦理秩序与伊朗现代性之间的平衡已成为伊

朗社会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ꎮ

三　 伊朗彩礼制度变化之应因

由彩礼制度引发的社会问题需要通过社会治理加以妥善应对ꎮ 政府、 社

会和公民个人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ꎬ 在解决彩礼问题的过程中各自扮演着不

同的角色ꎮ 从微观层面上看ꎬ 社会性别意识的修正能够为彩礼问题的解决奠

定基础ꎻ 从宏观层面而言ꎬ 国家制度的调适是缓解彩礼问题的主要手段ꎮ 因

此ꎬ 伊朗彩礼制度的与时俱进需在政府的有形之手和社会的无形之手的共同

作用下稳步推进ꎮ
(一) 社会维度: 呼吁拓宽妇女权利范围

伊朗女性对彩礼制度的依赖程度与其自身认知水平和社会赋予的权利、
地位密切相关ꎮ 普遍来说ꎬ 伊朗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越高、 妇女权

３３

①

②

阿尔法新闻网编辑: «我国彩礼犯人数调查» (波斯文)ꎬ 载阿尔法新闻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
ｅｆ ｉｒ / ｎｅｗｓ / ３９８０２２６０６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４ꎮ

[伊朗] 米娜阿夫沙里: «抗议者再次要求立法机构修改彩礼监禁法» (波斯文)ꎬ 载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ｎａ ｉｒ / ｎｅｗｓ / ８４１５７５８４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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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范围越宽泛ꎬ 对彩礼制度的依赖程度越低ꎮ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至今ꎬ
伊朗政府为实现教育性别公正ꎬ 高度重视开展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教育活动ꎬ
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ꎮ 据伊通社报道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２１ 年间ꎬ 伊朗约有 ８０％
的扫盲活动都致力于提升女性教育水平ꎮ 伊朗扫盲运动组织调查显示ꎬ 在伊

斯兰革命之前ꎬ 伊朗男、 女识字率的差距高达 ２６ ２％ ꎬ 男性识字率显著高于

女性ꎬ 而随着近年来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ꎬ ２０１６ 年这一差距已缩小至

２ ８％ ꎮ① ２０２０ 年伊朗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ꎬ 伊朗超过 ４７％的大学

生是女性ꎬ 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已与男性基本持平ꎮ② 然而ꎬ 即便如此ꎬ
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仍以教育的方式深入人心ꎮ 在伊朗的教科书中ꎬ 女性大

多被刻画成家庭主妇的角色ꎮ 在大学ꎬ 女性的专业选择受到限制ꎬ 大多被排

除在工科、 农科等 ６９ 个研究领域之外ꎮ③ 此外ꎬ 伊朗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就

业率之间存在严重落差ꎬ 女性往往被劳动力市场所排斥ꎬ 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现象仍然十分普遍ꎮ 根据伊朗统计中心的最新报告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初ꎬ 伊朗男

性的劳动力参与率约为 ６８％ ꎬ 而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仅为 １４％ ꎮ 在新冠病毒

感染的冲击下ꎬ 伊朗女性失业率是男性的 ９ 倍 (女性失业率为 １５ ３％ ꎬ 男性

失业率为 １ ７％ )ꎬ 而在众多失业的女性中ꎬ 有 ７１％拥有大学学历ꎮ④ 可以说ꎬ
伊朗的外部环境、 经济形势、 政府政策等因素都深刻影响着女性受教育程度

与就业率的失衡ꎬ 但究其根本ꎬ 还是由于伊朗社会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性别

意识使大多数伊朗女性被局限于家庭 “私人领域” 的范畴ꎬ 无法进入 “公共

领域” 广泛参与社会劳动ꎬ 也难以具备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ꎮ 因此ꎬ 对于一

些伊朗家庭而言ꎬ 接受高等教育已并不仅仅是女性追求独立、 实现自我价值

的方式ꎬ 而逐渐演变成为彩礼数额重要的量化标准之一ꎮ
但与此同时ꎬ 高等教育在女性群体中的普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伊朗

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ꎮ 近年来ꎬ 伊朗女性主义者对解决涉及女性问题的方式

４３

①

②

③

④

[伊朗] 纳赞宁米尔扎伊: «男女识字率差距降至 ２ ８％ » (波斯文)ꎬ 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通讯社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ｎａ ｉｒ / ｎｅｗｓ / ８４２５４２２６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２ꎮ
[伊朗] 法蒂玛扎尔伊: «全国 ４７ ６％的大学生是女性» (波斯文)ꎬ 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通讯社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ｎａ ｉｒ / ｎｅｗｓ / ８４１６４３３０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２ꎮ
Ｍ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ｉꎬ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ｒａｎ: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ｅｄ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ｍｅｎ’ 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９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
伊朗妇女和家庭事务委员会官网编辑: «新型冠状病毒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是男性的 ９ 倍» (波

斯文)ꎬ 载伊朗妇女和家庭事务委员会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ｍｅｎ ｇｏｖ ｉｒ / ｆａ / ｎｅｗｓ / １４６４８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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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再完全诉诸游行示威或聚众抗议ꎬ 而是尽可能地参与社会讨论ꎬ 通过网

络媒体 “让女性主义思想在日常生活中被听到、 看到和感受到”①ꎮ “彩礼制

度的存与废” 是伊朗颇具争议的妇女权利问题之一ꎬ 也是伊朗女性主义者普

遍关注的社会议题ꎮ② 在讨论过程中ꎬ 伊朗女性主义者分裂成世俗女性主义者

与伊斯兰女性主义者两股力量ꎮ 世俗女性主义者受西方个人主义和男女平权

思想的影响ꎬ 主张彻底颠覆伊斯兰教传统的价值观念ꎬ 废除彩礼制度ꎬ 使彩

礼重新回归传统风俗的属性ꎮ 世俗女性主义者们普遍认为ꎬ 相比彩礼制度ꎬ
女性更希望打破性别歧视ꎬ 实现自身价值ꎮ 她们借助国际人权的框架ꎬ 从女

性的迫切需要出发ꎬ 为女性争取更多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ꎬ 包括自由工作

的权利、 无过错离婚的权利等ꎬ 并以西方的标准否定彩礼制度存在的必要性ꎮ
而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则认为ꎬ 女性权利的实现不应突破伊斯兰教的框架ꎮ 她

们坚持伊斯兰教倡导的公平正义精神ꎬ 希望在现存体制内对彩礼制度进行革

新ꎬ 并试图调适伊斯兰与现代性之间的平衡ꎮ 她们普遍采用 “伊智提哈德”③

的方式对 «古兰经» 和伊斯兰教法进行重新诠释ꎬ 以此解构男权统治之下的

社会性别话语ꎬ 重申伊朗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ꎬ 为

妇女权益问题的解决寻找可行性方案ꎮ
从 “彩礼的存废之争” 中可以看出ꎬ 伊朗政府允许各界人士采取对话、

协商的机制ꎬ 通过沟通渠道交流信息、 求同存异、 化解分歧ꎬ 从而为社会治

理提供值得借鉴的思路ꎮ 虽然世俗女性主义者与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对彩礼制

度存废的意见不相统一ꎬ 但坚持男女平权的整体方向始终趋于一致ꎮ 这两

大群体的辩论内容也触及了解决彩礼问题的关键ꎬ 即伊朗社会应当自行反

思传统文化秩序下的性别规范ꎬ 打破性别期待的思维定式ꎬ 重构新时代的

女性特征ꎬ 从而使女性能够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赖ꎬ 独立地走进社会ꎬ 走

上工作岗位ꎮ 伊朗女性主义思潮为探索彩礼问题的治理路径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环境ꎮ

５３

①

②

③

Ｍａｙｅｒｅｈ Ｔｏｈｉｄｉꎬ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８０

[伊朗] 法希玛赫兹尔海达里: «若要女性追求平等ꎬ 为何还要索取彩礼?» (波斯文)ꎬ
载伊朗明日电台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ａｄｉｏｆａｒｄａ ｃｏｍ / ａ / ｔａｂｏｏ － ｅ９４ － ｏｎ － ｍｅｈｒｉｅｈ / ２９５１３３９０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４ꎮ

阿拉伯语音译ꎬ 原意为 “努力、 勤奋”ꎬ 引申为 “创制”ꎬ 指伊斯兰教法学家根据 «古兰经»、
圣训的原则和精神创制律法ꎬ 本质上是一种教法学术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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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ꎬ 伊朗女性主义的影响力和发展程度容易受到当局政策的

影响ꎮ 例如ꎬ 哈塔米政府时期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５ 年)ꎬ 对妇女权利改革的许诺既

是改革派赢得选举的政治手段ꎬ 也是改革派政府与保守派议会对抗的主要舞

台ꎮ 这一时期ꎬ 公民话语权相对开放ꎬ 妇女权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ꎮ 但在

内贾德时期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ꎬ 保守主义抬头ꎬ 提倡 “妇女应回归家庭”ꎬ 并

对与女权相关的新闻媒体和民间组织实施压制ꎮ 即便是到温和派总统鲁哈尼

执政时期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１ 年)ꎬ 对改善人权和妇女地位的努力也一直遭到强硬

派和保守派人士的阻挠ꎮ① 在伊朗政府的管控下ꎬ 伊朗女性主义的发展受到严

格限制ꎬ 妇女权利的争取面临重重阻碍ꎬ 改革十分艰难ꎮ
(二) 政府维度: 促使法律部门完善彩礼制度

近年来ꎬ 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之下ꎬ 面对愈加突出的社会需求ꎬ 伊朗官方

力图通过局部改革对彩礼制度加以完善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伊朗单枚金币价格上涨至

１００ 万土曼 (约合 ３３３ 美元)ꎬ 为减少因高额彩礼导致的高离婚率和高犯罪

率ꎬ 伊朗 «家庭保护法» 新增第 ２２ 条条例ꎬ 决定以 １１０ 枚金币作为量刑标

准ꎮ② 该项法律规定ꎬ 在彩礼金额不足 １１０ 枚金币ꎬ 且离婚时男方仍未给付的

情况下ꎬ 女方有权向男方提起诉讼ꎮ 若男方能向法院证明其经济能力不足以

全额给付ꎬ 法院应在对其经济状况进行总体评估之后ꎬ 依据其经济承受能力

作出判决ꎮ 若男方接受法院判决并愿意分期付款ꎬ 可免除其监禁ꎻ 若男方拒

不接受ꎬ 将依据 «财务定罪执行法» 的相关条例被传唤入狱ꎮ 但如果男方在

离婚时已支付 １１０ 枚金币ꎬ 不论双方确定的彩礼数额为多少ꎬ 都不会因为未

支付全数彩礼被列为刑事犯罪ꎬ 除非男方有能力负担全数彩礼却故意向法院

隐瞒资产ꎬ 则仍然有可能入狱ꎮ 该条法令首次对彩礼案件构成犯罪的条件进

行限定ꎬ 使因彩礼问题入狱的囚犯数量得以有效控制ꎬ 在当时较大程度地缓

解了由彩礼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伊朗重新修订 «财务定罪执行

法»ꎬ 进一步细化了彩礼案件的执行标准ꎮ③ 该项法律规定ꎬ 如果经法院裁定

的分期付款或限期付款超出了债务人的经济能力ꎬ 债务人可向法院提交调整

６３

①

②

③

Ｊａｎ Ｍｉｃｈｉｅｌ Ｏｔｔｏꎬ Ｓｈａｒｉａ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ｗｅｌｖ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Ｌｅｉｄｅｎ: Ｌｅｉｄ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３５５ － ３５７

[伊朗] 穆罕默德礼萨阿巴斯法德: «２０１３ 年家庭保护法中彩礼规定的进展与创新» (波
斯文)ꎬ 载 «伊斯兰法学年报» １３９５ 年 (伊历) 第 １８ 期ꎬ 第 ５７ ~ ６１ 页ꎮ

[伊朗] 哈桑莫侯赛尼: «财务定罪执行法的创新性探析» (波斯文)ꎬ 载 «司法研究季刊»
１３９５ 年 (伊历) 第 １５ 期ꎬ 第 ８５ ~ １０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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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或延长期限的请愿书ꎬ 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尽快予以考虑并作出调整ꎮ
如果债务人是政府或政府所属组织机构、 国有企业、 银行等单位的职员ꎬ 在

分期收取债务的过程中ꎬ 法院可通知债务人所在单位按照一定比例直接从债

务人的薪资中扣取ꎮ 上述规定为彩礼的后续追偿提供了解决机制ꎬ 使女性权

益得到切实保障的同时也减轻了司法部门的压力ꎮ
然而ꎬ 随着西方国家制裁的加紧和新冠病毒的持续扩散ꎬ 伊朗的经济形

势愈加严峻ꎬ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低收入家庭成员的生活

窘境ꎬ 陈旧的法律条例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ꎮ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

(ＩＳＮＡ) 报道ꎬ 疫情蔓延期间伊朗离婚率上升 ４％ ꎮ① 与此同时ꎬ 随着美元汇

率的上涨ꎬ 金价持续走高ꎮ 据伊朗央行统计数据显示ꎬ “自由之春” 金币的售

价已从 ２１ 世纪初的 ７ 万土曼 (约合 ８７ ５ 美元) 上涨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１ ０５０ 万土

曼 (约合 ３７１ 美元)ꎮ② 在此形势下ꎬ 若仍以 １１０ 枚金币为准进行量刑ꎬ 可能

导致大量低收入男性因拖欠彩礼而入狱ꎮ 为遏制彩礼上涨的趋势ꎬ 修正立法

中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ꎬ 伊朗政府和司法界业已着手再次进行改革ꎬ 进

一步完善彩礼制度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 伊朗议会已重新拟定 «彩礼与财务定罪

法» 的相关修正案ꎬ 希望对原有法律作出如下修正: 其一ꎬ 废除 ２０１３ 年批准

的 «家庭保护法» 第 ２２ 条条例ꎬ 取消以 １１０ 枚金币作为量刑标准ꎬ 将彩礼金

额上限调整至 １４ 枚金币ꎻ 其二ꎬ 除非证明债务人具有偿还能力ꎬ 否则将不再

判处因彩礼定罪的债务人监禁ꎻ 其三ꎬ 将彩礼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限定为 ６
个月ꎮ③ 据估计ꎬ 在相关修正案通过后ꎬ 伊朗因彩礼入狱的犯人数量将显著减

少ꎬ 但由于遭到伊朗妇女和家庭事务委员会的强烈反对ꎬ 此项计划至今仍未

批准生效和正式施行ꎮ④ 为鼓励适龄人群走进婚姻ꎬ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ꎬ 伊朗总

统莱希公开宣布自己妻子和女儿的彩礼价值不足一枚 “自由之春” 金币ꎬ 指

出政府有义务对外宣传 “家庭不应负担高额彩礼” 等相关信息ꎬ 呼吁普通家

７３

①

②

③

④

[伊朗] 萨达内塔巴塔巴伊: «新冠疫情期间离婚率上涨 ４％ » (波斯文)ꎬ 载伊朗大学生通

讯社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ｎａ ｉｒ / ｎｅｗｓ / １４０００８０３０１５７９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０２ꎮ
[伊朗] 玛莎塔蒂拉特兰: «二十年来金币价格呈 １５０ 倍增长» (波斯文)ꎬ 载伊朗大学生

通讯社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ｎａ ｉｒ / ｎｅｗｓ / １４００１００４０２００２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０２ꎮ
阿尔法新闻网编辑: «约 １９ ０００ 名囚犯将通过修改彩礼和经济判决法予以释放» (波斯文)ꎬ

载阿尔法新闻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ｅｆ ｉｒ / ｎｅｗｓ / ３９９０８２７１４５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０２ꎮ
更多伊朗议会议员、 伊朗司法专家、 伊朗妇女和家庭事务委员会成员关于彩礼制度的讨论ꎬ

可参见 «修正彩礼与财务定罪法是家庭稳定的保障吗?» (波斯文)ꎬ 载光明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ｂｎａｋ
ｉｒ / ｆａ / ｎｅｗｓ / １１２８３５０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庭自行降低彩礼金额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追讨嫁妆问题上ꎬ 夫妻权利平等问题是伊朗当下修改

«家庭保护法» 的重点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初ꎬ 伊朗议会司法委员会召开 “审查修

改经济处罚的执行和一些有关嫁妆裁定” 问题的专题研讨会ꎮ 重要议题包括:
为什么嫁妆问题是议会司法委员会的优先事项? 当前家庭纠纷中嫁妆问题和

订婚合同条款的重要性及其在减少纠纷中的作用如何? 嫁妆的法理及其上限、
数额和支付方式是否契合伊朗的实际情况? 如何做到关注家庭的最大利益而

不仅是男女的权利? 事实上ꎬ 经济波动及其对金币价格的影响引发了伊朗社会

调整嫁妆的需求ꎮ 法院相关案件数量增加ꎬ 导致立法者要求从嫁妆本身和司

法程序的角度干预嫁妆调整ꎬ 最终导致法律的改变ꎮ 对于政府修改嫁妆法ꎬ
法学家、 律师法里巴帕拉瓦尼 (Ｆａｒｉｂａ Ｐａｈｌａｖａｎｉ) 表示: 从法理的角度来

看ꎬ 嫁妆是没有限制的ꎬ 但因为我们有一个动态的法理ꎬ 所以问题必须及时

解决ꎮ②

综上所述ꎬ 尽管伊朗对彩礼问题的治理在社会参与和制度规范上并驾齐

驱ꎬ 伊朗政府也能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应对危机ꎬ 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

与时俱进地不断调整ꎬ 却仍然难以从根源上对彩礼问题进行控制ꎬ 也难以同

时保障男女双方的物质和精神权利ꎮ 当前ꎬ 在内外交困的大环境下ꎬ 伊朗推

进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不足ꎬ 而彩礼问题作为伊朗社会的次要矛盾ꎬ 是伊朗众

多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ꎬ 政府对其的处理方式仍然以应对为主、 预防为辅ꎬ
其总体趋势是在伊斯兰的框架内进行的ꎬ 且容易受到政治、 经济、 社会变革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ꎮ 因此ꎬ 就伊朗现阶段的社会现实来看ꎬ 彩礼制度将在局

部调整和社会争议中持续存在ꎮ

四　 结语

彩礼作为一项制度ꎬ 是伊朗历史文化传统的缩影ꎬ 它不仅暗含着琐罗亚

斯德教的文化底色ꎬ 也是伊斯兰教什叶派文化的体现ꎮ 彩礼制度在伊朗伊斯

兰化的历史背景下形成ꎬ 是独具伊朗特色的伊斯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在

８３

①

②

«总统莱希宣布妻女的彩礼数额» (波斯文)ꎬ 载光明网: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ｂｎａｋｂａｔｏ ｉｒ / ｆａ / ｎｅｗｓ / ２４９４
８８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ｂｎａｋ ｉｒ / ｆａ / ｎｅｗｓ / １１２８３５０ꎬ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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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 的思想规训和伊斯兰文化的深度熏陶下ꎬ 传统性别秩序和价值观念

深刻内化至穆斯林群体的意识、 行为中ꎬ 规制了许多伊朗女性对自身在婚姻

中的角色和地位ꎮ 可以说ꎬ 伊朗官方对彩礼制度的坚守既是伊朗文明民族性

与传承性的内在要求ꎬ 也为伊朗人民广泛认同与接受ꎬ 彩礼制度的存在、 延

续有其历史的惯性和现实的一定合理性ꎮ
“礼”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建立关系、 维系关系、 传递人情的物质载体ꎬ 彩

礼作为伊朗传统文化的一隅ꎬ 最初目的是确立并稳固夫妻间的婚姻关系ꎬ 其

精神价值远大于物质价值ꎮ 然而近年来ꎬ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西方制

裁的加紧ꎬ 伊朗的经济、 民生每况愈下ꎬ 金币价格呈指数型增长ꎮ 在此背景

下ꎬ 彩礼的水涨船高已严重背离了 “礼” 的精神内涵ꎬ 使那些低收入男性面

临严峻的经济压力ꎬ 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伊朗的社会稳定ꎮ 目前ꎬ 彩礼问题已

引起伊朗社会各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ꎮ 面对民众对限制彩礼金额、 修改 «彩
礼与财务定罪法» 的诉求与呼声ꎬ 伊朗官方始终采取积极举措予以回应ꎬ 力

图在尊重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对彩礼制度进行局部微调ꎬ 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彩礼问题的负面影响ꎬ 也促进了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ꎮ
总而言之ꎬ 伊朗的彩礼文化是经过社会长期发展形成的婚姻风俗ꎬ 是伊

朗深厚传统的一部分ꎬ 也是伊朗文明独特性的一大表现ꎮ 然而ꎬ 世界上没有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式ꎬ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ꎬ 需结

合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 动态来看待ꎮ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 伊朗

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伊朗青年认知水平的提升ꎬ 彩礼制度的调适与完善已是

必然趋势ꎮ 但与此同时ꎬ 我们也应当正视: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变迁并非

同步ꎬ 伊朗传统父权制下根深蒂固的性别意识和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刻板印象

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改变ꎮ 因此ꎬ 伊朗彩礼制度的发展演变ꎬ 既是民间

社会与政府官方相互调适的过程ꎬ 也是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交流互动的过程ꎬ
更是恪守传统与现代化改革平衡协调的过程ꎮ 只有在尊重历史、 尊重传统文

化的基础上对现存制度进行规范和调整ꎬ 才能使彩礼文化更加契合社会发展

需要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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