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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咱俩光屁股一块长大，你上了大学，我在

外打工。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给你张这

个口……”前不久，在河南郑州一家大型企业工

作的小张接到了“发小”小王的电话。

  让小张纠结的不是借不借钱的事，而是小

王马上要背上一笔沉重的彩礼债。小王对他说：

“家里托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我很满意，但彩

礼钱让人头疼，除去手头积攒的钱，还有近20万

元的缺口。”

  小张为小王算了一笔账：小王打工每月收

入5000元左右，除去房租、日常花销，每月最多能

存2500元，一年下来也就3万元，仅这20万元的缺

口就需要7年来还。

  “婚俗改革是遏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随

礼攀比等不正之风最有效的办法。”得知河南

省民政厅将20个地区确认为全省婚俗改革实

验区后，小张对此非常支持，“农村是高价彩礼

的重灾区，农村婚俗改革比城市难度大，解决

了农村的问题，全社会的文明婚俗新风尚就能

初步形成”。

  “婚俗改革的目标是达到‘零彩礼’、节俭办

婚事，并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倡导

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河南省

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

彩礼名目不断翻新

攀比之风愈演愈烈

  9月10日，河南商丘一则“小伙被骗18万彩

礼，开车拉横幅寻人”的视频在网上快速传播。

视频画面中显示，一名身穿白色T恤的小伙子开

着一辆贴着横幅的车，在村子里来回转悠，车上

的喇叭循环播放一句话：“希望广大的男性同胞

们过年相亲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三思而后

行，以防上当受骗。”

  小伙子称，当初父母催着他早点结婚，他通

过相亲认识了张某，二人在交往过程中感情较

好，很快就举办了订婚仪式，并按照当地习俗给

了对方18万元的彩礼钱，但张某收到彩礼后，态

度发生转变，不再和他见面。他要求对方归还彩

礼未果，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张某归还彩礼，但

她却拒不执行。

  类似的纠纷，在河南农村较为常见。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商丘、驻马店、周口、漯

河等地区，当地青年男女结婚时，男方除了需要

在城里买房外，一般还要给女方家庭送二三十

万元的彩礼，有的甚至高达四五十万元。这让不

少男方家庭陷入沉重的经济负担之中。

  “彩礼钱只是其中的一笔花销，婚俗确实需

要改改了。”一名不愿具名的河南村干部老李

说，“订婚、房子、车子等都要花钱。”

  老李说，订婚就是安排在男女双方通过相

亲介绍之后，由男方向女方支付彩礼，把双方婚

事初步定下来。目前，彩礼钱一般是15.8万元、

16.8万元，偏远的乡镇更高。现在，在农村宅基地

上建房是最基本的，还流行到县城买房，有的还

得买一辆10万元左右的轿车。

  “娶亲纳征，即男方给付女方彩礼，是我国

传承千年的结婚习俗。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地区彩礼数额水涨船高，彩

礼名目不断翻新，在一些农村地区，彩礼攀比之

风愈演愈烈。高价彩礼令不少家庭生活陷入拮

据，一旦婚约解除，极易产生纠纷，引发社会矛

盾。”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王宏

伟说。

  2014年3月17日，时任宁陵县人民法院院长

的王宏伟倡导成立了河南省首个家事法庭。当

时，有关婚姻彩礼的案件就占到了家事案件近

三分之一。

  2020年，商丘中院专门出台文件《商丘市中

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裁判

指引(试行)》，明确规定，返还彩礼时，对超出10

万元的部分全额返还，10万元以内的部分按比

例返还，并确定了彩礼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见

面礼、聘礼、上车礼、下车礼、改口费及价值较大

的首饰、电器、通信工具、交通工具等贵重财物。

  “彩礼纠纷案法律上叫‘婚约财产纠纷’，在

农村比较常见。”王宏伟说，上述文件的出台，明

确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生活困难

的认定标准、举证责任的分配、彩礼返还的形式

等，为两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参考依据。

狠刹大操大办歪风

移风易俗转变观念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这是一场简单的婚

礼，没有彩礼、没有花车、没有伴娘、没有司仪、

没有舞台、没有音乐，可以说是新事新办，一切

从简。”前不久，在宁陵县逻岗镇崔香吴村，村党

支部书记吴厚峰主持了一场婚礼。

  “婚礼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关键问题是两

个新人能幸福地厮守一辈子。”宁陵县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说，全县积极探索婚俗改革的新途径、

新办法，采取强化引导、广泛参与等多种举措，

狠刹大操大办歪风。

  宁陵县专门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组长、13个

部门参与、14个乡镇为成员的婚丧礼俗改革领

导组，建立红白理事会，将婚丧礼俗规定普遍纳

入村规民约，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红事每桌

不超过350元，白事每桌不超过200元；全县364个

行政村通过村规民约把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

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内容。

  同时，宁陵县对公职人员划定“红线”，将文

明节俭操办红白事纳入党员干部管理和驻村工

作内容，党员干部、教师、军人办喜事，彩礼不超

过3万元，个人送礼不高于100元，请客范围只限

于亲属。

  “过去，婚事大操大办之风污染了人际关

系，助长了奢靡之风，影响了贫困群众的幸福

感，有的群众甚至因婚事致贫。”宁陵县委书记

马同和坦言，县委县政府顺应“降人情、控彩礼、

减餐标、反铺张”的社情民意，全面推进婚俗改

革工作，采取建章立制、立体宣传、典型引领等

措施，引导群众养成勤俭节约、文明高尚的生活

方式，不断提升群众素养和乡风文明。

  宁陵县乡镇、县直单位“一把手”开展专题

访谈，面对社会作出承诺；倡导全县干群签订移

风易俗承诺书，引导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开

展移风易俗道德宣讲活动，通过“身边人讲身边

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让人们

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教育。全县积极开展“乡贤、

孝贤”“好家风、好家训”“好婆婆、好媳妇”等评

选活动，连续举办集体婚礼及“零彩礼”相亲大

会，向广大群众传递移风易俗正能量。

  “群众的婚俗观念转变了，现在风气比以前

好太多了，大家也都不讲排场、比阔气了，婚事

能简办就简办，也不用响器歌舞。”提起村里的

变化，宁陵县石桥镇孙迁村红白理事会成员张

光辉乐呵呵地说。

  如今，宁陵县通过持续开展移风易俗树新

风活动，出现了“五多五少”的可喜局面：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的多了，大操大办的少了；尊老爱

幼、邻里和睦的多了，吵架斗殴的少了；跳舞健

身、休闲娱乐的多了，打牌赌博的少了；积极争

星、主动致富的多了，以贫为荣的少了；自主就

业、返乡创业的多了，游手好闲的少了。全县90%

以上的行政村已实现了红白理事会的规范化运

行，从过去的比排场、比彩礼、比嫁妆、比阔气，

到如今的比孝顺、比增收、比文明、比节俭，村风

民风呈现风清气正的面貌。

  开封市禹王台区的婚俗改革做法也得到了

群众的广泛认可。该区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场所

定点推广新民俗、定向传输“风雨同舟、相濡以

沫、责任担当、互敬互爱”的婚姻理念，定期开展

“好婆婆•好媳妇”“婚俗新风最美家庭”系列评

选活动，带动婚俗改革深入各个角落，共建文明

婚俗文化，共享文明婚俗文化成果。

  “传统婚俗沿袭已久，在群众心中根深蒂

固，要想撼动和改变，并非易事。婚俗改革的开

展离不开思想的引导。”河南省民政厅相关负责

人说。

改革符合法治精神

制度固化改革成效

  河南是人口大省，婚俗改革涉及千家万户。

记者从20个婚俗改革实验区民政部门了解到，

目前各地的情况和进展并不相同。

  “其实，民俗婚礼方面的宣传一直都在进

行。今后会继续加大力度。”叶县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说，婚俗改革的具体方案已经出台，目前宣

传活动正在进行中，过去开展的相亲交流大会、

集体颁发结婚证仪式等活动还在继续进行。

  “各乡镇情况不一样，偏远乡镇制定政策时

主要针对高价彩礼。”这位负责人介绍说，叶县

选出来3个试点乡镇，40个试点村，以点带面发

挥带动作用，村里有红白理事会负责监督。

  刚成为河南省婚俗改革实验区的宝丰县，

已印发《宝丰县民政局推进婚俗改革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县民政局负责人说，将多手段引导

广大婚育新人选择文明、节俭、庄重的文明婚育

新风尚，对高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

攀比等不正之风展开综合整治，营造良好社会

风气。

  “我们通过调查研究，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现

状、人口结构和风俗民情等实际，提倡城乡居民

彩礼不高于6万元，通过确定彩礼‘限高标准’，

引导婚嫁双方逐年降低彩礼数额，少要或不要

彩礼，杜绝大操大办，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孟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各乡镇(街道)

根据以上标准，指导各村在村民协商自愿、体现

自治原则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细化本村红

事标准，村红白理事会负责实施和监督。

  孟州市民政局要求，各乡镇(街道)先期确

定20%的村(社区)作为推进婚俗改革试点，培育

典型，以点带面，在确保到2022年底试点村(社

区)初见成效的前提下，到2023年试点村(社区)

规模扩大到60%，婚俗改革初步实现制度化、规

范化、常态化，2024年，在前两年试点村的基础

上全面铺开。

  “婚俗改革更侧重于从道德层面出发，维护

社会公序良俗，由政府指导或引导，其中有些问

题在法律中已有体现，符合法治精神。”中央民

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梁认为，“禁止包办、买

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

姻索取财物”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如果女方和

女方家长主动提出或者强制索要高额彩礼，属

于违法行为。

  “作为中国民间已经流传千年的传统习俗，

彩礼的存在也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婚俗改革

工作要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相适

应，充分考虑群众接受程度，注意方式方法，防

止把传统风俗与陈规陋习混同在一起。”中国政

法大学教授李建伟认为，婚俗改革要善于从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中寻找切入点，用法治理念

和创新思维推动改革取得新进展，出台的政策

需符合法律法规，村规民约要符合法治精神。

  “其实，婚俗改革是一种行为规范，需要建

立一套完整和完善的机制。将婚礼新风写入村

规民约，用制度形式进行固化，就是一种有效的

形式。”李建伟说，通过发挥党员干部、乡村贤

达、致富带头人的带头作用，由他们通过算经济

账、文化账、社会账的方式，对低俗婚礼进行干

预和劝阻，让群众看到婚俗改革带来的实实在

在的好处，从思想上遏制婚事陋俗，树立婚俗新

风尚。

漫画/高岳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赵 丽

  红彤彤的烤馒头夹龙虾、焦褐色的炸肥肠、金灿灿

的菠萝饭……看到这些美食图片，来自天津市河东区

的邹楷不但没有“打卡”的欲望，反而有点反胃，因为高

饱和度的色彩让食物看上去太假了。

  除了颜色失真以外，邹楷还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店

家用一些夸张的容器装食物，比如用8斤重的桶来装椰

子水、用输液袋装奶茶、用泡菜坛子装面条和小龙

虾等。

  “美食推荐图片为啥都要千篇一律使用滤镜？千奇

百怪的包装或容器合规吗？”邹楷心里很是疑惑。

  和邹楷一样，对美食宣传过度现象不理解的人不

在少数。《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多个美食推荐平台搜

索发现，有不少消费者吐槽，其被宣传图片或者文案吸

引，结果吃到的食物与图文严重不符。

  多名受访专家指出，当美食图片或文案属于广告

性质时，如果消费者吃到的食物和图片相去甚远则可

能涉嫌虚假宣传。建议店家诚信守法经营，提升食品质

量和服务质量，让消费者获得真正实惠和良好消费

体验。

精心修图推荐美食

夸张包装吸引眼球

  记者在社交平台、本地生活平台等搜索“美食”，发

现排名靠前的大多是高饱和度、加了滤镜的美食推荐

照片。不难看出，这些照片是经过精心构图和修图的。

  有的博主将美食分享拍得像物资储存，照片中每

个角落都堆满了食物；有的博主为了显示美食分量大，

用大号塑料透明手提袋装食物，如拇指生煎包，可装下

一两百个，配文“逛街的时候一口一个”；还有的博主为

了博眼球，用输液袋装奶茶、用塑料桶装海鲜、用泡菜

坛子装面条和小龙虾……

  这样的美食包装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据华东

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介绍，食品安全法要求，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对于直接入

口的食品应当有效包装或者使用无毒、清洁的包装材

料、餐具。从许多美食宣传图片来看，相关食品包装可

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音江告诉记者，如果这些食物包装只是外观上的“奇

葩”或“特别”，很难说它违反了现有的法律法规。但如

果是过度包装或导致食品浪费，则可能违反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反食品浪费法中的有关规定。

  “食品采取多样化和个性化宣传的前提是，不违反现有法律法规，不造成资

源浪费和食品浪费。”陈音江说。

美食图文若属广告

图不符实涉嫌违法

  “多少次来××就为了吃这一口”“总要为了吃××来一趟××吧”“封神系列

＆天花板系列”“肥肠包大葱，外面焦香酥脆，里面糯叽叽的”“芋泥菠萝包，吃起

来滑唧唧，奶乎奶乎的”……

  除了夸张的美食图片外，不少美食博主的文案也经过“美颜”，但去掉滤镜之

后呢？

  记者采访了天津、安徽等地10多名消费者，他们均被美食文案吸引前去相关

店铺“打卡”解馋，却失望而归，直言自己被“打脸”了。

  来自安徽省滁州市的李鹏前不久在美食推荐平台上刷到一家“一笼20个汤

包，仅30多元，每个里面都有大龙虾”的小龙虾汤包店，兴冲冲地去尝鲜，结果发

现一笼汤包实际只有6个，里面也没有完整的虾肉。当天晚上，他又去了一家美食

博主推荐的火锅店，发现锅里只有两片肥肉，芝士泡菜炒饭的分量也只有推荐图

片的四分之一。

  “味道可能因人而异，但菜量不能骗人，再也不信网上的美食推荐了。”李

鹏说。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美食推荐图片之所以看着量多，是因为一些博主一次性

购买了多份，装作一份进行拍摄，还有些博主自己带了食材加到里面，比如面皮

卷虾仁、小龙虾拌面等，而其实餐饮店里并没有这些食材。

  从网上的“酒池肉林”到现实中的“残羹冷炙”，这种图文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的美食宣传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任超分析，如果宣传文案仅仅是消费者个人的评论，消费者有对美食进行夸

张性评论的自由，但如果宣传文案属于广告宣传，则应当符合广告法的相关

规定。

  “广告法第三条提出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内容，

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求；第九条第三款

明确广告中不得使用‘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由此，当美食宣传文案属于广告性

质时，不应当采用‘最’或‘封神’‘天花板’等用语。”任超说。

  陈音江认为，当美食文案属于广告性质时，如果买到的食物和图片相去甚远

则可能涉嫌虚假宣传。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如果商家宣传的商品与实际不符，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如果商家故意通过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还可能构成欺诈。一旦被认定构成欺

诈，消费者可以要求价款三倍的赔偿。”陈音江说。

美食宣传标明广告

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美食推广是不是广告，现实中很难认定。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的美食推荐并未注明是广告，甚至有些博主会

强调自己是“无广推荐”。记者也曾尝试向多个相关平台投诉这些美食推荐内容，

均因无法判断是否存在违规内容而被驳回。

  任超提到，对于现实中的软广告，消费者很难辨别。欧盟成员国曾要求

Instagram软件对于涉及推广的视频、文案应当明确标注是否含有广告，我国广告

法中也有类似规定。由此，广告发布者、生产经营者等进行广告宣传时负有向消

费者表明其为广告的义务，以和其他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应当注意的是，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包含互联网在内，进行广告宣传应明确

标明‘广告’，而不应该仅仅是‘合作推广’‘合作宣传’‘恰饭’，同时‘广告’二字应

当显著。”任超说。

  受访专家认为，不管是否为广告，面对这种非正常的食品宣传，消费者、平

台、相关部门都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监管义务。

  “食品安全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

本法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

意见和建议。同时，该法第九十四条对广告中的食品质量作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

的情形转引至广告法。面对夸张奇葩的美食推广，消费者有知悉真情权，也有权

向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收到附有

初步证明的相关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如删除、下架等。”任超说。

  在陈音江看来，奇葩的美食推广，在短期可能确实会起到一定的宣传效果，

但从长期来看，不仅不能给消费者带来良好的消费体验，还可能打了企业的脸，

影响品牌的正面形象，甚至可能涉嫌违反现有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让企业承担

难以预估的后果。

  “企业开展正常营销活动无可非议，但前提是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公序

良俗和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企业应当诚信守法经营，把主要精力放到提升

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上，让消费者获得真正实惠和良好消费体验，这样才能真正

提升品牌美誉度，促进企业健康发展。”陈音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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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直指“零彩礼”

  彩礼钱动辄十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一动不动”(“一动”是汽车，“不动”是房子)是标配，还要

上车礼、下车礼、改口费等。当下，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名目繁多的婚俗“礼节”，相互攀比、

大操大办、索要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让很多人深恶痛绝，有时又无可奈何，不少家庭因

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婚俗改革势在必行。2022年7月25日，河南省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经地方申报、调研考察、综合

评估等工作环节，河南省民政厅同意将开封市、平顶山市宝丰县、叶县等20个地区确认为全省婚俗

改革实验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彩礼钱也是我国民间流传已久的传统习俗，婚俗改革怎么改，如何改变

一些群众根深蒂固的旧观念？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深入河南基层一线进行了调查采访。

调查动机

  ● 娶亲纳征，是我国传承千年的结婚习俗。然而，一些地区特别是农

村地区，彩礼攀比之风愈演愈烈，男方除了需要在城里买房外，一般还要给

女方家庭送二三十万元的彩礼，在河南商丘、驻马店、周口、漯河等地区，彩

礼甚至高达四五十万元，高价彩礼令不少家庭生活陷入拮据，一旦婚约解

除，极易产生纠纷，引发社会矛盾

  ● 婚事大操大办之风污染了人际关系，助长了奢靡之风，影响了群众

的幸福感。河南省民政厅将20个地区确认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探索深

化婚俗改革，各地因地制宜，采取建章立制、立体宣传、典型引领等措施，引

导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引导群众养成勤俭节约、文明高尚的生活方式

  ● 婚俗改革要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相适应，充分考虑群

众接受程度，注意方式方法，防止把传统风俗与陈规陋习混同在一起。要善

于从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中寻找切入点，用法治理念和创新思维推动改

革取得新进展，出台的政策需符合法律法规，村规民约要符合法治精神

河南婚俗改革进行时，

一线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