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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县25个乡镇491个村（社区）推动移风易俗，树立乡风文明。 衡阳县文明办供图

2018.6.30��星期六 编辑 曾梓民 图编 杨诚 美编 聂平辉 校对 张郁文A08

“大老板”自己开车接新娘，一个镇节俭办红白喜事半年节约2000万元

衡阳县移风易俗，提速乡风文明建设

像肖彬这样的例子，在
衡阳县不是个案。

从2017年初衡阳县委召
开常委会专题部署移风易俗
工作以来， 先后在25个乡镇
30个村试点，并在全县491村
（社区）全面铺开，成功号召
群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其他喜庆事宜不办” 事例数
百起， 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
群众减小了人情负担。

其实， 要转变群众对待
婚、丧、嫁、娶的态度并非易
事， 因为这些都根植于民族
文化深处，存在了上千年。中
国的文化根源是宗族文化，
即便亲戚们在居住上有距离
的分隔， 但遇到这四件事也
会想方设法聚在一起， 这昭
示一个家族的凝聚力。

但随着时代发展， 这一
家族仪式演变得越来越畸
形。 富裕起来的群众强烈的
被尊重需求已畸化为虚荣
心， 并通过大肆操办红白喜
事曲折地体现出来， 认为大
操大办， 能表现一个家族的
声望。这种畸变的发生，在居

民的自我评价体系、 居民精
神生活的现状、 居民的从众
心理等因素中， 都能窥知一
二。

现在，人们通常戏称“喜
丧请柬”为罚款单。还有人开
玩笑，现在不仅婚结不起，连
死也死不起了。这些戏言，把
群众对畸变的旧风旧俗的憎
恶之情被反映得淋漓尽致，
表达了群众对健康的文明新
风的期盼。

那么，要移风易俗、实现
风清气正， 有什么切实可行
的办法呢？移风易俗的“衡阳
县模式”或许具有借鉴意义。

衡阳县委书记、 县移风易俗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曾秀要求，要
坚持从富口袋向富脑袋入手，通
过思想疏导， 着力改变群众盲目
攀比，逐步丰富老百姓精神生活。
为此， 该县的移风易俗工作主要
在“高、新、带、减”四个方面做足
文章。

坚持在“高”字上下功夫，让
干部群众动起来。

2016年底中央召开推动移风
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会议后，2017
年初县委召开常委会专题部署移
风易俗工作，成立以县委书记为组
长的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在全
市率先出台工作方案，以25个乡镇
30个村为试点，在全县491村（社
区）全面铺开，让大部分群众对移
风易俗工作由“观望”到“支持”再
到“全员参与”。要求乡镇明确党政
主要负责人牵头， 班子成员专抓，
做到镇村干部和红白理事会齐抓
共管。 印制了200万份宣传单和
5000个工作纪实登记本， 要求一
村一纪实，做到逢会必讲，逢人就
说，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目的。

坚持在“新”字上下功夫，让
移风易俗工作活起来。

大力开展文明单位、 文明村

镇、“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文明
家庭、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评选
活动，大力开展晒村规民约活动，
播放移风易俗动漫解读活动，把
“大道理”寓于广大群众日常生活
感悟中，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群
众改变观念，助推乡风民风转变。
媒体开专栏、树典型，让婚丧嫁娶
中的好做法好行为得到弘扬，不
良风气得到曝光， 让移风易俗成
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自觉。把
农村的新风正气树起来， 促进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在“带”字上下功夫，让
民风乡风好起来。

全县25个乡镇在召开年度党
代会、人大例会期间，发倡议书，
要求党员干部带头推行“推动移
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的决定、
带头签订文明操办喜庆事宜承诺
书，带头节俭办理婚丧嫁娶事宜、
带头破除封建旧俗、 带头尊老爱
幼、 带头维护环境卫生和遵守公
共秩序，带头在县1000个集中祭
祀点文明祭奠等， 坚持从自身做
起，从家庭做起，同时约束好自己
的家人，做好表率。同时，充分发
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 组织成立
道德模范、“两代表一委员”、新乡

贤等宣讲队伍， 深入各乡镇、村
（社区）开展“移风易俗”、优秀传
统文化宣讲等活动200多场次，移
风易俗得到人民群众拥护。

坚持在“减”字上下功夫，让
人情负担减下来。

全县移风易俗工作以“一约
四会”（完善村规民约， 建立村民
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 禁赌禁毒
会、红白理事会）为重点，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宣传行动、 婚丧
礼俗整治行动、 开展建房节俭用
地和殡葬改革民生行动、 开展文
化礼堂教化行动、 乡风评议推动
行动和文明乡村创建六大整治行
动， 切实把老百姓人情负担从经
济上、 精神上和社会负担上减下
来。 如岣嵝乡环洞村谢新屋组粟
德平因病去世，不吹唢呐、不放鞭
炮、酒席7桌，每席菜金没有超过
200元，家属既省钱，又没有“小
气”等精神负担。着重刹住人情往
费攀比之风， 严格做到酒席菜金
标准在300元左右，做到随礼不超
过200元、不滥放烟花爆竹，减轻
了群众负担，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的社会风气逐步形成，城乡“环境
美、人文美、风尚美、秩序美”目标
正在逐步实现。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勤俭要求人们珍惜自己的劳
动成果， 同时也珍惜他人的劳动
成果，反对任何铺张浪费，合理的
安排开支，朴素节约，珍惜财富。

现在， 衡阳县人在婚丧嫁娶
上的席面日益减少， 花费越来越
低。 以往大肆燃放鞭炮现象得到
有效控制， 现在先进典型层出不
穷， 如石市镇胡阳生为伯父办丧
事，菜金控制在200元每桌，拒收
礼金、花圈、鞭炮一事，邻里们一

片叫好； 岘山镇将群众喜事规范
到村部礼堂统一筹办， 红白理事
会为事主免费提供桌凳碗筷等设
施受群众支持；关市、井头等乡镇
群众举办白事期间， 红白理事会
成员全程介入，事主方不请乐队，
少放鞭炮， 酒席在300元以内，人
情礼金不超过200元等举措，百姓
齐声赞好；井头镇仅2017年下半
年， 全镇红白事操办较以往节约
资金就达2000余万元。

而今， 经过一年的努力，移

风易俗工作成效明显，群众满意
度越来越高，主家客家负担越来
越少，干群关系越来越亲。“以前
是有钱大办，没钱小办，一场红
白喜事少则花销十几万元，多则
几十万、上百万元。现在全村婚
丧嫁娶没有一个发红包的，酒桌
数量缩减了，菜肴也少了。”说起
村里的新风气，村民刘劲付格外
开心，“红白喜事不发红包、少收
礼金，主人负担小了，客人压力
也小了。”

全县491村（社区）全面铺开

在衡阳县金兰镇一个小
山头上，29岁的肖彬（化名）
坐着发呆了半晌。 他是一个
土生土长的乡里伢子， 这几
年在外做生意赚了钱， 算得
上是个大老板。 这次回乡是
准备办结婚酒。困扰肖彬的，
正是婚礼的标准问题。 因为
生意忙，他很少回家，与体弱
多病的父母聚少离多， 心里
一直有愧。现在赚钱了，他很
想把婚礼场面办大点、 办热
闹点，让父母脸上有光。

按照肖彬的打算， 迎亲
车辆11台， 而且都要50万以
上的越野车。酒席至少40桌，
名烟名酒， 每桌预算不低于
2000元，现场要摆香槟塔、切
巨型蛋糕、请西洋乐队。

肖彬的想法刚一提出
来，就有村干部提醒他，希望
他能按照县里正在推行的移
风易俗政策，喜事从简。可对
肖彬来说， 如果婚礼过于简
单， 觉得会对不起年迈的老
父母和即将过门的妻子，况
且又不差这两个钱。

正当他犹豫不决、进退两
难之际，村干部再次给他打来
电话：“小肖，我们晓得你很为
难， 现在大家都推行移风易
俗，你父母和老婆会理解的。”

“现在全县都在推动移风
易俗工作，你娘老子（方言，即
“母亲”）、牙老倌（方言，即“父
亲”）都是晓得的，他们肯定不
愿意看到你大操大办，然后背
这么大的舆论压力、 精神压
力。 我们一起和你娘老子、牙
老倌商量商量吧。”

回到家，肖彬忐忑不安地
把自己的想法向父母和盘托
出，村干部也向二老宣传县里
的政策，没想到肖彬父母听了
之后， 非常支持他的想法，并
决定把之前邀请七大姑八大
姨的念头打消。 与此同时，肖
彬的岳父母和妻子也都非常
支持他的想法。最后，经过商
量，肖彬决定，婚礼一切从简、
从新。结婚那天，肖彬一大早
就自己开车去接了新娘，酒席
只做了三桌， 来的都是至亲，
而且不收礼不发红包。

“大老板”娶媳妇只办了三桌酒

一个镇节俭办红白事半年节约2000万

移风易俗在四个方面做足文章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还要重拳
出击农村三大陋习（赌博风、彩礼风、攀比风），提
速乡风文明建设。

最近，首部动漫大片激情演绎“衡阳县·移风
易俗”，该县由党员干部带头、身边典型引领，大力
倡导移风易俗，城乡逐渐形成“不比办酒比文明”
的新风尚。

■刘魁春 李良

扫二维码， 看衡阳
县·移风易俗动漫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