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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祭扫如何内化于心
清明临近，带上香烛前往扫墓是大多数市

民缅怀先人的传统祭扫方式。不过，在龙湾多
个公墓，由该区民政部门设置的电子蜡烛置换
点上，祭扫者可以用手中的实物蜡烛，免费交
换电子蜡烛和鲜花，以提倡文明祭扫，推广无
烟祭祀。（见 4 月 1 日《温州日报》）

清明节传统方式祭祀的危害在于，一方面
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据相关数据统计，我
国每年在清明节期间用于祭祀焚烧的纸张就
达千吨以上，清明节当天，全国“白色浪费”便
高达 100 亿元。另一方面会形成极大的安全隐
患，甚至酿成人身财产损失。清明节前后也是

火灾频发的阶段，因祭扫燃放鞭炮、烧纸钱而
引发的火灾，每年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一些
人还因此而被判刑。基于此，反对传统祭祀焚
烧，倡导文明祭扫方式日益迫切，关于文明祭
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从家庭追思会到网络祭扫，从鲜花祭扫到
绿色殡葬，近年来，绿色低碳扫墓祭祖日益成
为共识，参与的人群也越来越多。但应当看
到，由于受习俗的影响，传统的扫墓烧纸钱等
形式，还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移风易俗还有艰
巨的工作。尤其是在一些边远山区和农村地
区，文明祭扫的普及力度还相当薄弱，公众的
参与热情不高，思想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
升。

令人担心之处在于，对于文明素养现状的
自身认同以及不以为然，才是当下最亟待解决
的问题。原本，文明就是文明，非文明就是非
文明。然而在“人性化不足”的理由之下，总是
容易为自己找到可以开脱的挡箭牌，比如对

“中国式过马路”，有人将其归责于红绿灯的设
计，以及公共服务的不足。对于传统的祭扫方
式，有专家将其归于历史原因，而恰恰对问题
本身的性质进行了忽略。

文明祭扫的实现与践行，离不开每个人的
参与。这虽然是一个宏大的工程，然而却要最
终落实于细节，体现在每个人的身上。也就是
平常我们所说的“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一方面，需要树立文明的意识，洞悉传统祭扫

之害，而认识到文明祭扫之利；另一方面要具
有担当精神，要有大局意识，能以自己的微薄
之力去推动文明的进步。

文明的实现离不开环境的培育与氛围的
营造，不能仅靠强迫与命令，一味依靠行政强
制力推进，更应注重疏通与引导，为社会文明
的实现创造条件。从现实看，行政强制的办法
虽然立竿见影，却很容易触发抵触。如果能更
多地考虑到公众的要求，实现更为人性化的服
务，往往能够获得理解与认同，并由此激发共
鸣。

在清明到来之际，相关部门推出免费交换
电子蜡烛和鲜花的活动，对公众文明意识的自
我提升和塑造，具有抛砖引玉的效果。⑧8

“公车私用”几乎和“公车”的历史一样
悠久。只不过，汽车出现以前的公车，没那
么“高大上”，仅是些牛车、马车、轿子而已。
公车的性质，并没有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而
改变，基本上历朝历代都不允许公车私用。

前几年，有个操心公车改革的小朋友致
信媒体，建议公车挂上红色牌照，方便社会
监督。实际上，如何限制官员超标用车、公
车私用等，古人也是蛮拼的。西汉时的公
车，就涂上红色油漆予以标示，看车就能判
断是几品官员的座驾。翻开《二十四史》，每
个王朝都有专门的《舆服志》，对公务用车规
定得非常详细，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样
的用车标准，凡私用者，一律予以处罚。按
唐朝律法，别说公车私用，甚至使用公车超
出一定范围也要判刑，官员出差必须循驿道
一站一站走，若离开驿道改走别的路，使路程
增加，多一里即构成犯罪。宋代词人梅询，在
荆湖北路转运使任上，将驿站的一匹马借给
他前任的儿子，去广州看望生病的父亲，导致
驿马累死在路上，梅询因此受到官降一级的
处分。明清两朝规定，公车不得过界，哪个衙
门的公车只能在哪个地界跑，出了地界，官员
必须乘坐私轿，卸任时也不能带走。现代人
耳熟能详的刘罗锅，就遇到过这样的窝心事，
当苏州知府时，其官轿不能出苏州，升任京官
时无轿可坐，不得不跑到街上租轿子上任。
可见，古代防范公车腐败的制度措施还是有

一套的。
法律制定了，并不代表就能自动发挥作

用。尽管各个朝代都有明确规定，但各种公
车腐败却照样上演。一些高官显贵，反倒带
头违反规定。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
回老家奔丧，坐的轿子由 32 个轿夫抬着，轿
内设客卧套间、一厨一卫，两名小僮在内伺
候，比现在的房车还大。不用说，张居正的

“车”肯定超标多少倍了。《明史·奸臣传》中
把持盐政的都御史鄢懋卿，给他抬轿者超过
规定指标三倍不说，而且还是清一色的女轿
夫，律法对他而言就是个摆设，有权任性可

见一斑。上行下效，就连无一官半职的徐霞
客，也曾凭地方官赠送的马牌，支使村民为
他抬轿赶路。很多时候，看似严格规范的制
度，虽然三令五申，但不动真碰硬，必然变成
一纸空文，公车治理恐怕就是这样失灵的。

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法治社会，不是
原始化的臣民社会，用权受监督是常态。公
民权利在那儿摆着呢，只要是合法公民，法
无禁止就有监督公车的资格。解决好公车
问题，恐怕最需要补齐公众监督这一短板，
多一双眼睛盯着，权力就不会那么任性，就
会少一些公车私用。⑧8

超过四成的大学毕业生
对月薪的期望值是八千元到一
万元，面对这个调查数据，大多
数人是在大吃一惊的同时，要
对“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这句流行词，重新理解了。

面对丰满到超出人们承受力的薪酬理想，现实
没法不骨感。为什么这么多的大学毕业生，敢这么
不切实际地期望月薪？窃以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对身份的误读。在北京一些建筑工地开出月工资
1 万元左右的价码，寻找建筑工人时，那种相对于体
力劳动者的身份优越感，势必让很多大学毕业生主
动上调自己的月薪期望值。

如此虚妄的月薪诉求，从一个侧面解释着大学
生就业难的成因所在。事实清晰地表明，持续了好
几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不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
就业岗位，而是很多大学毕业生对薪资和工种有着
脱离实际的要求。对身份的误读，制造着、放大着甚
至异化着现实的骨感。

《人民论坛》杂志日前公布的一个调查结果显
示：44%的受调查者认为“做官是一种高风险职
业”；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
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
管局长，被认为是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做官被视
为一种高风险职业，这显然是一种误读，官员这一职
业所谓高风险，不是其权力属性所致，而是缘于为官
者误读了权力与利益的内在关联。

误读和错误的认知与行为，总是如影随形的。
二套房贷首付四成的新政甫一推出，便有开发商立
马将房价涨了 3 个百分点。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正式实施满月之后，其对房市的影响有待观察
时，开发商的坐地涨价，误读房贷新政的痕迹太过浓
重了。⑧8 （丁新伟）

误读与骨感

日前，在广州举行的
一个有广东省多个城市
参与的工作座谈会上，调
查发现，去年已启动货币
化公车改革的深圳市，8
个与会单位的 10 名干部，
竟带有 8 名司机。经初步
核实，实际是 8辆车（其中
1 辆私家车），8 个司机（1
人实际身份为办公室工
作人员）。而根据车改方
案，其中 7 人已按规定每
月领取车补。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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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谱的“抓阄”定低保
去年 6 月，湖北省巴东县白泉寺村原村支书、村主

任和支委委员陈某、卢某、王某对该村 3 组低保对象评
定时，简单采用“抓阄”方式来确定。近日，“抓阄”定低
保的村官陈某、卢某、王某被党内警告。（据 3 月 30 日

《湖北日报》）
因为指标有限而符合低保条件的人多，村干部采

用“抓阄”的方法也是无奈之举。但只要认真摸底排
查、公开信息，符合条件的人再多、指标再少，也能得出
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抓阄”定低保，反映的是一种敷
衍塞责、推诿懈怠的工作态度，反映了这些村干部的责
任缺失。

“抓阄”定低保在警示，在关系民生的诸多问题上，
基层干部一定要深入实际，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群众疾
苦，掌握群众期盼。相关的上级部门也要加强对基层
干部的教育管理，强化责任追究，确保其真正为困难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⑧8 （袁文良）

“租人上课”谁的错
替喊到、替上课、替做笔记、替写作业，记者日前走

访发现，多所大学校园内出现包含一条龙服务的“租人
上课”服务。（据 4月 1日《新华每日电讯》）

诚然，一些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责任心弱、
纪律意识差是催发“租人上课”现象的直接原因甚至
主要原因，但实事求是地说，“租人上课”并不都是学
生的错，学校、老师等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有的学生
修了双学位，但学校的课程安排过于集中，分身乏
术，只好找人代替上一部分课，显然，这是课程设置
不科学不合理造成的问题；“租人上课”很容易被识
破，却能够让代课者坦然，租人者“放心”，说明课堂
监督形同虚设；租人上课的学生绝大多数都考试过
关了，都获得了学分，被考试卡住的寥寥，租人上课
的不正常“成功”说明考试太容易，或者说明上课没
意义……

“租人上课”之风断不可长，学生、老师和学校都该
对此进行认真反思，拿出决心和诚意，承担责任，严格
自律，堵住漏洞，改善方法，改进机制，加强管理，从而
彻底根除“租人上课”乱象。⑧8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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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级 大 乐 透 4 月 开 门 红 ，再 爆 1 注
1000 万元超值头奖。4 月 1 日，超级大乐透
第 15036 期开奖，1 注 1000 万头奖被河北
彩民擒获，不过遗憾的是，这位幸运儿未采
用追加投注，错失了 600 万元的追加奖
金。当期开奖后，奖池金额再度上升，达到
12.51 亿元。

当期的开奖号码为：14 18 20 23 24
+ 04 08。前区开奖号码集中在中间区
域，10 以下的小号和 3 字头大号统统隐
匿。在前区号码中大号占明显优势，大小
比 4∶1，奇偶比 1∶4。号码 18 在休整了一段
时间后，近期开始活跃起来，当期是隔期出
号；“23、24”一组连号携手开出，其中号码
23 近期稍冷，间隔了 14 期方才亮相，而号
码 24 则为上期重号；另两个号码“14、20”
属于温号。后区开出“04 08”，一大一小两

个偶数，后区最冷的号码当属 06，已经遗
漏 15 期，近期可适当关注。

当期捕获头奖的幸运彩民采用了 12+
3 的大复式投注，投注金额达到 4752 元，命
中一等奖 1 注，二等奖 2 注，其他奖项若干，
单票中奖金额达 1063 万元。

超级大乐透在送出 1 注 1000 万头奖
后，奖池金额升至 12.51 亿元，已经连续 4
期保持在 12 亿之上。④11 (张慧慈)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4 月 1 日下午，
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的射击场上枪声此起
彼伏。由河南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承办，
省射击运动协会协办的 2015 年中南协作
区射击比赛（步手枪项目）进入收官之战。

经济协作区是中国特有的促进有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经济协作的经济区
域形式。中南经济协作区包含广东、湖北、
湖南、河南、广西 5 个省区。本次比赛从 3
月 27 日~4 月 1 日，除了上述 5 个省区代表
队，还有广州、深圳、武汉、洛阳和广州军区
共 10 个代表队 336 名射手参加，分别进行

了成年组和青年组 50 米步枪卧射、50 米手
枪、10 米气步枪等共计 22 个项目的争夺。
我省运动员在青年组男子 50 米手枪、10 米
气步枪和女子气手枪等项目都有出色的表
现，最终获得 8项冠军。

据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马宇峰介
绍说，中南协作区射击比赛曾经停办了四
年，本届比赛各个代表队参赛积极性非常
高，人数也是历届最多的。我省运动员主要
是在青年组表现突出，这次也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为下一步参加全国性比赛奠定了基
础。④11

本报讯（记者李若凡 实习生陈 雷）4月
1日，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男、女举重预赛
在长沙落下帷幕。洛阳代表队有6名运动员
进入最后在福州举行的决赛。

本届青运会男、女举重比赛预选赛均
在长沙进行。其中，3 月 24 日至 27 日为女
子预赛，男子预赛则是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由于郑州代表团不参加举重项目，本
次比赛共派出 14 名运动员代表洛阳代表
团参赛。其中，女子举重 2 名运动员获得
决赛入场券，黄秋燕获得 48 公斤决赛资
格，熊肖媛获得 63 公斤级决赛资格。男子
举重 4 名运动员获得决赛入场券，胡祁零、

赵裕宽、王俊豪和张振笔分别获得 56 公斤
级、94 公斤级、105 公斤级和 105 公斤级以
上级决赛资格。

据悉，为了与国际青年奥运会接轨，今
年 10 月将在福州举行的第八届全国城市
运动会，更名为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之前的城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旨在发现、
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从 1988 年山东
举办首届城运会开始，中国已成功举办七
届城运会。首届福州全国青运会设 25 个
大项、28 个分项、301 个小项比赛。在长沙
举行的举重预赛，是最早进行的一项预
赛。④11

中南协作区射击赛河南夺8金

洛阳6名举重选手跻身青运会决赛

1 注头奖花落河北

超级大乐透奖池升至12.51亿

体彩乐园

本报讯 （记者李 悦）经过近两周
的休战后，2015 中超联赛将于本周末
重燃战火，坐镇航体的河南建业将在
4 月 3 日 晚 迎 战 卫 冕 冠 军 广 州 恒 大 。
对于这场比赛，建业全体将士众志成
城，全力以赴要在主场从恒大身上拿
分。

在上个赛季艰难完成卫冕后，感
觉优势不再明显的广州恒大今年投入
巨资引进了高拉特和阿兰，虽然阿兰
在一个月前意外受伤使得其半个赛季

几乎报废，但球队新 11 号高拉特却很
快就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加上亚冠和
中超联赛，在加盟恒大后的 7 场比赛
中，23 岁的巴西人总共攻入 8 球，成为
恒大进攻线最锋利的“尖刀”，在周五
的这场较量中，面对状态正佳的高拉
特，建业后防核心戈麦斯将面对更多
的挑战。

当然对于建业来说，这场比赛他
们也并非全无机会，毕竟如今的这支
恒大，在防守方面同样存在着不小的

问题。在与石家庄永昌和重庆力帆的
两场比赛中，卫冕冠军也被两支升班
马的反击折磨得够呛，最后还是凭借
球星的个人能力才艰难获得了胜利。
相信这两场比赛一定会给建业主帅贾
秀全不少有益的启示，只要球队能耐
住心思做好防守工作，反击更犀利的
建业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此前建业
和恒大在中超交手 6 次，建业 1 平 5 负，
这次实力大增的建业的首要目标就是
力争至少从对手那里拿一分。

此外，为了给河南建业营造最热
烈的主场氛围，帮助子弟兵掀翻实力
强大的广州恒大，郑州球迷协会特意
发起了“让航海红起来”的倡议，号召
广大球迷比赛当天身穿“建业红”到
航海加油助威。为了鼓励身着“建业
红”的铁杆粉丝，快意电梯股份有限
公司还专程拨出巨资和郑州球迷协会
一起制作了数千份礼品，其中包括球
迷衫、球迷围巾、大小手机贴等，在球
场北门的入口处为大家发放。④11

今日 19 点 45 分

建业战恒大准备“虎口夺食”

2015年洛阳西区“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 4月 1日在景华实验小学正式启动，来自全区 18所中小学的 18支足球队将
参加 AB 两个组别的比赛，其中 A 组是足球传统项目学校，B 组是普通学校。比赛将持续两个多月，预计在 6 月 5 日结
束。图为比赛中的精彩画面。④11 本报记者 王丹丹 摄

本报讯 （记者李 悦）4 月 3 日晚
建业主场与恒大的较量即将打响，而
在前一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无论
是建业主帅贾秀全还是恒大主帅卡
纳瓦罗都表示，在这场比赛里，自己
的球队会全力争胜。

为了和恒大的这场较量，建业队
专门针对对手进行了攻防演练，虽然
周三的一场大雨打乱了球队关于定
位球的训练计划，但总体上来说建业
备战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充分。在新
闻发布会上，建业主教练贾秀全也表
示，尽管恒大实力很强，但在自己的
主场，建业队也不会保守，力争 3 分
将是本场比赛的首要目标。

至于恒大方面，最近伤兵满营的
他们状态并不是很好，曾诚、张琳芃、
郑智等人的受伤，让恒大的三条线均
存在问题。当被问及前三轮联赛球
队均有失球时，恒大主帅卡纳瓦罗认
为，队员们虽然在有效进攻上面限制
了对手，但一时的注意力不集中最终
还是造成丢球，这提醒了恒大队员们
今后只要登场，就必须无时无刻保持
注意力，卡纳瓦罗相信，这样的错误
今后也会越来越少。恒大球员郜林
也表示，建业队是个非常有韧性的对
手，这也是郑州这个城市的特质，这
种韧性也预示着在航体的比赛将会
非常胶着。④11

主场迎战卫冕冠军
贾秀全承诺不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