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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堂、云婚礼、兼职伴娘……

婚庆经济 新模式 新职业

“地址天津，兼职伴娘，本人平平无奇，可
化妆可素颜，不抢风头配合新娘。您需要提
供伴娘服、鞋子等，婚礼流程等麻烦告知。注
意：拒绝婚闹、拒绝一切不友好的游戏互动。
对外可保密，说是闺蜜什么都可以……”在一
些社交平台上，不少人发出兼职伴娘的消
息。关注和回复的人很多，不少人都表示听
说过结婚租车、租婚纱、租酒店场地的，还第
一次听说租伴娘和伴郎的，觉得新鲜，自己也
想业余时间从事这个职业挣钱。

在一个大型上门服务平台上，输入关键
词“兼职伴娘”，搜索出几十条信息，其中大
多数来自文化传播公司。西青区一家文化
传播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该公司已经接过
20多个兼职伴娘的订单了，“兼职伴娘都很
有经验，从早上新娘化妆开始一直跟到酒席
结束。客户可以指定身高、体重，有需求可
以提，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和举办婚宴的
地址等挑选合适的人选，客户还可以提前看
照片，选择心目中理想的兼职伴娘。”另外一
家位于北辰区的活动公司工作人员则表示，
兼职伴娘人选比较多，经验丰富，客户可选
择的余地比较大，但兼职伴郎数量少，因为
档期原因，客户需要预定。

还有一款专门承接兼职伴娘伴郎服务
的App，显示已有164665位伴娘伴郎加入。
据了解，这款App于2019年正式上线，专注
于帮助单身男女青年进入伴郎伴娘租聘行
业，为有需求者提供解决方案，助力于伴郎
伴娘行业职业化、规范化。在天津地区，从
2021年 11月至今，共发布了两个招聘兼职
伴娘伴郎的订单，其中一个需要一名全天伴
娘，地址是河东区新开路上的一家酒店，给
出的报酬是300元一天，要求是有经验，个
子不要太高，共有5人报名，这个订单显示
已经完成。另外一个需求订单是需要一名

伴娘和一名伴郎，婚礼地址在河西区和津南
区，也是每人一天300元，目前已有4人报名，
此订单还在进行中。

另外，还有微信群专门为想要兼职做伴娘
伴郎的人发布工作机会，但不少网友吐槽，进
群需要交18.8元的费用，交钱前咨询时群主说
得天花乱坠，可交了钱几乎没有兼职的机会，
“我进群前问过天津地区的工作机会多不多，
客服说多，可真进群了，南方地区的订单相对
较多，天津的订单不多，而且一个订单好多人
抢，根本抢不到。”天津网友琳琳告诉记者。

当好兼职伴娘 组织能力很重要

29岁的李莹（化名）是滨海新区塘沽人，身
材高挑，气质不俗，她已经有过4次当兼职伴娘
的经验了。李莹原本的职业是开发区一家外企
的总裁助理，收入高且稳定。当兼职伴娘完全
是为了打发有空闲的双休日。“以前我在公司的
综合办公室工作，时常办展会和活动，策划、组
织、当司仪……这些都干过，有比较丰富的经
验。”在李莹看来，伴娘可不简单，新郎来接亲，
要策划一些环节，既要让新郎接亲过程中遭受
点“波折”，又要把握好度，不能设计一些“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耽误了良辰吉时。还要“艺术
性”地把新娘的诉求表达出来，帮助照顾好亲朋
好友，可以说伴娘是婚礼正式典礼前期的一个
活动组织者。

可能是看中了李莹在组织策划活动方面
的特长和经验，身边的朋友乐于找她当伴娘，
“给朋友们当过4次伴娘了！”李莹说，她这个
岁数稍微有点尴尬，身边的朋友几乎都结婚
了，她没有当伴娘的机会。可朋友见她伴娘当
得成功，又把她介绍给亲友或者同事，让她帮
忙去当伴娘，每次给 300 元到 500 元的感谢
费。一来二去，她就想着双休日和假期有空，
干吗不兼职当伴娘，发挥特长，还能挣点零
花钱呢？于是，她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发布了
信息，两年多来有 20多人咨询，而她也先后
当了4次兼职伴娘。

“客户要提供服装，我当兼职伴娘从不帮助
新娘保管财物，也不帮接礼钱，毕竟是陌生人，
后期容易有纠纷。我也不帮忙挡酒，服务时间
只到酒席结束，避免了闹洞房环节可能会有‘婚
闹’带来的骚扰。“李莹说，她基本只接滨海新区
的单子，因为每次报酬只有300多元，如果在市
区，算上路费挣的钱就太少了，不值得搭上一天
时间。

李莹说，每次做兼职伴娘，她都会事先和
新娘多次沟通，了解对方的要求，梳理好需要
她做的事情，这样真到婚礼那天处理这些事
情就能游刃有余。“大多数人对兼职伴娘的外
貌没有过多要求，伴娘太漂亮会抢新娘的风
头，不过一般她们都会希望伴娘身材匀称，不
能太胖，一是礼服比较好准备，二是照相时相
对好看。”

兼职伴娘缘何会悄然出现？

李莹告诉记者，请她去当兼职伴娘的新人
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晚婚的大龄女青年，身
边的朋友基本都结婚了，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伴
娘人选；第二是受到疫情影响，外地的好朋友没
办法来津参加婚礼。“有一个新娘子，她的闺蜜
在北京工作，可因为疫情，没办法来天津。而她
在天津的同事朋友中又没有合适的，不是特别
熟的人她也不想欠人情，最后没办法，她只能找
兼职伴娘应急。”

李莹告诉记者，其实新人对兼职伴娘的接
受度还不是很高，除非是确实没有合适的朋友
可以担任婚礼伴娘，大多数人还是更愿意选择
熟人。“新娘子事先要和我介绍清楚婚礼和亲朋
好友大致的情况，婚礼当天要对外介绍我是闺
蜜，我需要做好配合，不能让旁人看出我们其实
是陌生人。”

记者也随机采访了30名还未结婚的单身男
女，其中有28人表示，如果他们结婚找伴娘和伴
郎，会选择好友或者同学，不会花钱雇人；只有两
人表示会考虑雇用伴娘或者伴郎，因为不愿意欠
人情，要不以后还人情也是个麻烦事。

业内人士:
不看好伴娘职业化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兼职伴娘寻
找工作机会主要靠在一些平台上发布
个人信息接单、进入微信群和入驻一
些平台。不过虽然形成了一个小规模
的市场，但真正职业化甚至全职化依
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业内人士对此也
并不看好。

记者联系了我市几家规模较大的婚
庆公司，工作人员均表示，公司并没有兼
职伴娘和伴郎可以提供。

有多次兼职伴娘经验的李莹表示，
首先职业伴娘的市场需求并不大，比如最近
两个月，虽然在平台上向她咨询的人比较多，但还未
真正形成一笔订单。另外，职业伴娘容易受到地缘性
限制，如果跨区域就会产生路费和住宿费用，这个如果由新
人来承担，那么雇用一个伴娘的花费就会比较高，很多人都
难以接受。“在天津，当一次兼职伴娘的报酬大概是300元
起，最多也不超过500元。而且婚礼不会天天都有，就算是
一个月每周都有一场婚礼，一个伴娘的收入最多2000元，
没办法全职，只能是兼职，赚点零花钱。”

我市婚庆行业资深婚礼主持人诗一认为，伴娘职业
化甚至全职化，很难实现。一是目前我市新人还是更愿
意选择熟人当伴娘，大多数是希望亲朋好友能见证她的
幸福时刻，给予祝福，并不会太在乎伴娘是否“称职”，是
否“职业”。二是婚礼不是每天都有，在天津，大多数新人
会选择在双休日或者假期举办婚礼，伴娘的工作机会并
不多。三是每个婚礼的伴娘数量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新
人可能只会请一位伴娘和一位伴郎，但有的人喜欢伴娘
团和伴郎团，因此伴娘的工作内容、强度、薪酬都会不一
样，而目前对伴娘的工作没有评判标准，因此兼职伴娘走
向职业化，甚至成为一份全职工作，市场需求不大，目前
还不是很成熟。

社会学者:
伴娘职业化会带来系列问题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波认为，
结婚是人生大事，婚礼更是普通人一生中的“巅峰+梦幻”
时刻，为了让这一刻更为美好圆满，让普通人也能享受到众
星捧月、万众瞩目的特殊一刻，围绕着婚礼与新人的服务需
求出现了一些新兴职业。越来越精细的婚礼服务除了专业
化妆、跟拍、场景设计、专业主持等等之外，近年来“兼职伴
娘”又应运而生并且受到青睐。

伴娘是在婚礼中全程陪伴新娘左右的女性，西方也
称女傧相，中国过去叫“送女客”。可见，伴娘这一角色古
今中外一直都有，只不过从前都是由新娘的至亲好友承
担，现在却因时代变迁、观念变迁、时尚变迁而改为由陌
生人来提供服务。先是“准新人”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或通
过专门伴娘租赁公司物色合适的伴娘，然后双方签订合
同，伴娘按约定时间地点参加婚礼，履行一系列责任和任
务之后取得相应报酬……这不禁让人想起之前时兴过一
段时间的“租一个女朋友回家过年”，二者有异曲同工之
处，只不过后者带有戏谑和欺骗的色彩，而前者则名正言
顺、没有伦理负担。

如果说之前传统习俗中由亲友做伴娘，更强调对新人的
祝福与见证、为新人的幸福加分——所以会有习俗中要求新
娘与伴娘要“八字相合”；一个人不能多次充当伴娘，否则会将
自己的运气带走；而新娘在婚礼最后要把捧花扔给伴娘，为了
让伴娘重新得回自己损失的缘分……那么现在，兼职伴娘则
更多强调的是服务与职责：保护、陪伴新娘，在现场制造或温
馨或刺激的场景，必要时照顾安抚新娘情绪，随时提醒、帮助
新娘整理妆容与服装等等，因此对伴娘的要求是体贴、细心、
机敏、周全、诚实、默契等。

伴娘伴郎作为一种职业，也相应带来一系列服务标准、
职业规范甚至职业风险的问题。伴随职业伴娘伴郎市场服
务的快速增长，需要建立全国性规范服务标准、规范操作，
促进这一市场的健康发展。

职业风险主要是指伴娘在婚礼现场遭遇“婚闹”或者
被迫喝酒等，因为婚礼上新郎新娘双方邀请的宾客众多、人
员繁杂，有时难免有些人借酒撒疯、甚至行为不端，如遇此
情形需要伴娘冷静处理，保护好自己，制止不良行为。“当
然，如果伴娘能够借此机会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结识新友、
甚至助力脱单，那当然是收获了意外之喜。”王小波说。

律师:
兼职伴娘也要签合同

天津融耀律师事务所王秀杰律师表示，目前兼职伴娘
接单主要有两大模式：个人接单和入驻公司或者平台。但
是，两种模式之下的法律关系不同、权利义务主体不同，如
果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以散户身份接单的个人模式，属于
兼职伴娘与作为雇主的新郎新娘之间存在雇佣法律关系；
而如果是个人通过入驻平台或到公司兼职的接单模式，则
属于兼职伴娘与平台、公司构成劳务关系，兼职伴娘和新郎
新娘之间没有法律关系。所以，不同的接单模式意味着一
旦出现纠纷，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不一样。

但是，不管是哪种合作模式，建议在雇用兼职伴娘前，
各方一定要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权利和义务，写明提供服务
的报酬，约定清楚不能出现“婚闹”、雇佣者有责任为“兼职
伴娘”提供安全、文明的工作环境等条款。

当然，如果在婚礼过程中，“兼职伴娘”遭遇“不文明婚
闹”，或是被迫喝酒、不怀好意的身体接触等情况，“兼职伴
娘”应该坚决拒绝，并通过拍照、录像、录音等措施固定证
据，及时报警处理，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新变化

婚礼堂打造沉浸式体验，个性化婚礼越来越受追捧，在线直播婚礼让亲友们在千里之外也能参加，

就连过去通常由新娘闺蜜担任的伴娘，也可以聘用兼职者。近2年，我市新人们的婚礼，从观念上到形

式上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婚庆行业也在坚守中寻求着转型与发展。

新职业

头脑风暴

婚礼堂打破婚庆行业原有模式

婚庆公司聚焦“个性化婚礼”

以往新人们举办婚礼，选择好酒店后，会由
婚庆公司来负责布置场地、主持婚礼流程，并提
供司仪等服务。可最近几年，婚礼堂火了起
来。婚礼堂是提供婚礼宴会、策划、主持、化妆、
影像、婚纱礼服、婚礼用品等一站式服务的婚礼
服务机构，是一个可以为婚礼消费者提供一站
式服务的大超市。可以说，新人们举办婚礼所
有的需求都能在婚礼堂内解决。

婚庆行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近两年婚庆
公司数量锐减，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婚礼数量减少，市场规模有所
萎缩；二是受到婚礼堂这一新业态的冲击。

“打造一
个婚礼堂动辄
花费几十万元
甚至上百万元，
有 各 种 主 题
——海洋、古堡、宫
殿……给新人们的是360度全景沉浸式体验。”婚礼
堂收费为数万元不等，新人们还能享受一站式服务，
典礼、酒席、化妆、拍摄等全在婚礼堂解决，而现在大
部分新人也选择来婚礼堂举办婚礼。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婚庆行业内有些实力的经营者开始组团投资
婚礼堂，婚庆行业原有模式被打破。

尽管婚礼堂已成为主流，但其主题和风格
都是固定的，可供消费者选择的余地并不太大，
个性化程度不足。我市的一些老牌婚庆公司由
此就将目标瞄准了追求个性化婚礼的新人们。

一家婚庆会馆的宋经理告诉记者，定制
化婚礼主要满足的是新人们的个性化需求，
他们办过星空、哈利·波特、动漫、渐变色、海
洋、露营、中式等主题婚礼。“新人想要什么主

题，我们就会尽力去为他们打造这种风格的婚
礼。”宋经理坦言，中端客户大部分转投婚礼堂，
我们会馆现在主要服务高端客户。而今年，我
们会馆迎来了最年轻的一对新人，两人都是“00
后”，选择了动漫主题，来参加婚礼的人大多也
“Cosplay”（利用服装、饰品、道具以及化妆来扮
演动漫、游戏、绘画及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角色），
个性化十足。

疫情之下云婚礼一样热闹

有一对新人，新郎的父亲和一
些亲友在国外，因新冠肺炎疫情无
法回国参加婚礼，宋经理就为他们
策划了一场云婚礼，采取线上直播
的方式，新郎父亲和一些亲友在国
外的家中观礼，并隔着屏幕接受新
人敬茶，新郎父亲也以微信红包的

形式给一对新人发红包，场面非常热闹。新人
们一些不能来津观礼的同学、朋友，也在直播中
利用点赞、弹幕、红包等形式送上祝福，让云婚
礼同样热闹、喜庆。

还有一对新人在我市工作，而双方父母分
别在不同的城市，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结
婚计划，新娘想到了一个主意：线上结婚，请所
有的亲朋好友在家里观礼。婚礼上，新娘安排
了寓意祝福家乡疫情早日清零的“刷0抽口罩”
一系列好玩且有意义的活动，当天在直播间被
刷屏，不少网友转发，这一场婚礼有近万人观
看，点赞数超过14万次。

方便实惠 兼职伴娘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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