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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婚事新办：定亲彩礼不超过 2万元，婚
宴不超过10桌，农村每桌不超过300元，迎
亲车队不超过6辆，提倡集体婚礼。

丧事简办：逝者火化，埋葬时一律取消
各类形式的棺材，只埋骨灰盒，不办酒席，提
倡通过家庭追思会、鲜花等祭奠方式替代焚
纸烧香。

喜事少办：生儿育女、升学入伍、生日庆
典、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不办宴席。

如今，在豫东商丘，尤其是农村地区，这
种文明新风尚已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然而，几年前，豫东农村却是：
彩礼不堪重负。彩礼流行“一动不动”

（“一动”是10万元以上的小轿车一辆，“不
动”是在县城买一套房子）、“万紫千红一片
绿”（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和若干张50
元）；婚事大操大办，迎亲车队动辄几十辆，婚
纱摄影、婚礼主持、婚庆摄像、大吃大喝等。

据乡亲们估算，一对新人从相亲到过
门，仅大宗礼金及开销合计下来，平均需要
50多万元。

移风易俗，
让文明新风扑面来

商丘位于我省的东部，豫、鲁、苏、皖四省
结合处，全市900多万人口，是传统农业大市。

近年来，该市在强力推进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工作中发现，
有的地方经济富裕了，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匮
乏，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精神空虚。尤其是
一些地方红白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出现天
价彩礼、豪华丧葬等现象，群众苦不堪言。

调查发现，“好面子”是导致各类陈风旧
俗的关键所在。正是因为“好面子”，攀比、铺
张、炫富、浪费等诸多不良风气也接踵而至。

“好面子”的背后是各类陈腐思想，如贪慕虚
荣、贪图私利等。其最终结果是看似礼尚往
来，看似热热闹闹，看似你好我好大家好，而这
一切都是建立在巨大的财力支出与巨大的物
资浪费基础上的，有的地方一些家庭甚至出现

“因礼返贫”“因婚返贫”的现象。
为改变这种现象，2016年，商丘市积极

探索开展“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活
动。通过重点抓好示范带动，不断建立健全
各项规章制度，以民风带家风，以家风促乡

风，引导群众革除陈规陋习、崇尚文明新风，
让文明新风融入农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强化宣传，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能否取得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是做好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环节。

商丘市从宣传引导入手，在报纸、电视
台、电台、网站、微信、微博等媒体开辟专栏、
专题，大力宣传移风易俗新风尚。

宁陵县在开展“移风易俗新时尚 文明
宁陵正能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活动
系列访谈，对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一把手进
行电视采访；在媒体上设立了曝光台和举报
电话，曝光违规操办行为。

柘城县充分发挥乡镇基层党校的主阵地
作用，对全县22个乡镇（办事处）党员干部、
驻村第一书记、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各村红
白理事会会长举办了移风易俗培训班，要求
党员干部转变观念，自觉破除陋习，带头厉行
节约办婚丧。县委宣传部拍摄了一批以高价
彩礼为题材的微电影《雷哥定亲》《鬼火》等，
点击量上百万次。县坠琴剧团自编自演了
《特殊婚礼》《张麻子葬母》《彩礼风波》等反映
农村索要高价彩礼、铺张浪费为题材的戏曲
在全县各村巡回演出；农村宣传栏、村头大喇

叭、文化小广场等，都成为“推动移风易俗 树
立文明乡风”的宣传阵地。

村民自治，
发挥理事会作用

商丘市围绕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发动群
众讨论修订村规民约，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
民约，成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
赌会、红白理事会、红娘协会，建立健全监督
执行和激励机制，实现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约
束。宁陵县在每个乡村建立了红白理事会，
由村党员干部或德高望重的“五老”人员担任
红白理事会负责人，全面监督工作落实，逐步
改变原先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的不良风
气，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可和接受。柘城县
成立“红娘协会”，加强红娘教育，规范红娘行
为，通过教育培训、出台制度等措施，约束婚
介乱象、乱收费用等不良行为。

活动推动，
引导群众转变观念

春节前，宁陵、柘城等县（区）分别举办
移风易俗集体婚礼，市县领导出席集体婚
礼，并为他们证婚，活动简朴热烈、文明祥
和。元宵节，柘城县举办相亲大会，成功为

700对青年搭建了鹊桥；该县相继举办高端
相亲会、月亮湾单身交友会45场，约会男女
青年上千对。柘城县规范婚庆公司服务项
目，不得大操大办；城关镇白庄村“家和园”、
浦东办事处陈洛庄“真爱堡”主题婚礼酒店
均设有喜事服务大厅，免费为村民结婚提供
服务；张桥镇张桥村婚车由有私家车的村民
轮流免费提供。

典型带动，
利用先进促进民风

推进移风易俗，需要大力培育和弘扬新
时期的孝贤文化、道德模范等，以增强乡风
的核心凝聚力。商丘市把选树先进典型作
为引领民风的抓手，通过村级推荐、乡镇初
评、县级总评等方式，广泛开展“移风易俗”

“乡贤孝贤”“道德模范”“星级文明户”等10
项评选活动。宁陵县树立了全国最美家庭
白智超、中国好人王军章、河南乡村好媳妇
郑文梅、河南好人张信礼、顾丽英等先进典
型，目前，5人入选中国好人榜候选人，10人
被评为河南好人，18人入选商丘市道德模
范。通过充分尊重本乡本土的先进人物，发
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大力推进中华传统
优良家风家教在乡村的推广普及，用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形成了人人讲文明、户户争荣
誉、村村比先进的好氛围。

目前，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工作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可和接受。春节
前，宁陵、柘城等县区举办集体婚礼，引导新
人栽一棵爱情树，一起放飞爱情鸽，既浪漫，
又节约，吸引大批城乡适龄青年参加。

调查显示，目前商丘市农村操办红白事
费用普遍降低1/3。柘城县 515个村、社区
均建立了红白理事会，半年多时间成功操办
了 1000 多户的婚丧嫁娶事宜，节约开支
8500多万元。

商丘市“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工作受到中宣部副部长、国新办主任蒋建国
的肯定与表扬，连续两次批示为商丘市在此
项工作中的做法“点赞”。

国人最讲究传统，传统中的一些陈规陋
习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根深蒂固，移风易俗
需要坚持不懈，潜移默化。

因此，市委书记王战营也对商丘市的移
风易俗工作提出了要求：“倡树文明风尚，坚
持不懈，久久为功！”15

□商丘观察记者 张悦

下棋、写字、搬运物品……这些过去靠
人才能完成的行为，现在完全可以由机器
人代替。

3月12日，在位于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的豫商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CEO
李宁介绍，他们研发的智能机器人广泛运用
于高风险行业，不仅能节省劳动力，还能减
少对工人的身心危害，提高生产效率。

近年来，商丘市根据自己的主导产业，
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积极引导与扶持“豫商智能”这样
的国家、省高新企业在商丘不断落地、生
根、壮大，推动实体经济结构优化，完善产
业集群运营模式，开辟新的增长点。商丘
市委书记王战营告诉记者。

坚持创新发展，强化产业集群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最初是
一家从事金刚石合成原辅材料生产的企
业，年利润较薄。近年来，他们根据超硬材
料产业发展状况和市场需求，每年投入
1000万元以上用于高新技术和延伸产品
的研发，使公司迅速成为我国人造金刚石
第四大生产商和供应商，并实现从工业领
域向电子领域和珠宝首饰领域的成功转
型。他们培育的高品级无色钻石，用于珠
宝首饰，价值翻了数倍。

近年来，商丘市坚持创新发展、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着力抓好产业链条前延后伸，
补齐缺失环节，带动配套企业，推动产业向
中高端迈进，确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利
税“双增长”。2016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183亿元，比上年增长12.8%。他们在
市一级重点培育了纺织服装、食品、装备制
造3个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在县（区）培育
了“冷”“硬”“纺”“鞋”“尺”“肥”“药”“织”等12
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引进和建设先进制
造业集群项目200个。万宝电器、富士康电
子、安踏体育、力量新材料、史丹利复合肥等

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行业龙头企业的兴起，
使商丘基本形成产业布局合理、区域特色
突出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柘城县围绕“中国钻石之都”，抓龙头、
铸链条、建集群，集约资源配置，合力集群招
商，产业规模迅速壮大。目前，金刚石制品
达到9大系列180多个品种，金刚石制品、
微粉的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占到全国市场份
额的70%和50%。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
家级超硬材料及制品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重点项目突破，推动转型升级

位于商丘市经济开发区的河南亚太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河南省环保设备标准制
定牵头单位，河南省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降本
增效示范企业，创造了我国第一家达到欧盟
生物柴油质量标准纪录，第一家向阿联酋、巴
基斯坦、印度出口生物柴油企业整套设备，第
一家向韩国、意大利出口脂肪酸甲酯等纪录。

商丘市围绕提质转型创新发展，大力
实施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工程，强力实
施“重点突破、示范带动”战略，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做大体量、做优质量，聚集人
气、聚拢商气，倾力打造特色突出、区域联
动的高端产业基地，细化专业、比较行业优
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植较强竞争力的
产业优势。目前，全市已有省级高新区 4
家、国家级检测中心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 3 个、国家级科技孵化器 4
个。他们还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通过土地保障、银企对接等服务，培育成长
型企业，努力使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
天立地。截至 2 月底，全市市场主体达
27.61万户，总量居全省第4位。世界500
强企业海航集团冷链项目、豫商智能机器
人、美力达电动汽车、开明科技钻石、中原
无人机、南通家纺产业园等一批知名品牌
和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落户。

民权高新区通过引进澳柯玛电器、康
拜恩电器等企业，由单一制冷家电向全方
位智能家电制造转型；通过引进科美瑞制
冷、星美制冷等企业，由家用冷柜向特种冷
柜、异形冷柜转型；通过引进澳柯玛冷藏
车、海泰冷藏车等企业，由冷藏车制造向冷
链物流设备制造转型。目前，该县拥有制

冷整机装备及配件企业100家，制冷产品
所需的160多个主要部件实现全配套，知
名品牌 20余个。冰箱冷柜年产能占全国
的1/10；冷藏保温车年产能国内市场占有
率达45%以上，稳居全国第一。

扶持奖励并举，创新行业标准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力。为鼓励创新，
推动企业与政府同时发力，形成合力，商丘
市出台了《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积极推动
企业创新发展的各级政府、部门，坚持自主
创新的企业，进行重奖。

该市还与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
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设自主创新体
系，推进产学研合作，培育发展了一批企业
研发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院士工作站、博
士后研发基地等技术创新平台和载体。目
前，全市拥有省级研发中心、实验室近百个，
有效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解决了一
批产业发展中的重大和关键技术难题，科
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商丘市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中，明确
技术创新的方向和重点，发挥重点工程、重
大科技专项、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
化、产学研合作项目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在
碳纤维功能材料、金刚石超硬材料、铝合金
新材料及其精深加工、电子仪器、生物医
药、环保装备、制冷装备等重点领域，率先
突破了核心关键技术。同时，他们支持骨
干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加强技术集成、工艺
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围绕煤炭、冶金建
材、工量具、纺织服装、电动车、农副产品加
工等传统优势产业，推动产品层次提升改
造，产业价值向高端发展。

商丘市市长张建慧表示，政府将加大
对实体经济的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升级改
造帮扶和奖励力度，发挥引领作用，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推动实体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构建完整的产业链条，提高产业整体竞争
力，大力发展商丘的实体经济。15

□商丘观察记者 张悦

“如果让你长期陪伴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
境里，还要时时提防他们的攻击，他们病情发作中的行
为还不负法律责任，你会有怎样的感觉？”商丘市第二人
民医院院长徐河山温和地笑着说。

有爱，就能焕发生命的希望

“我们每位医护人员身上几乎都有病人留下的伤
痕。”61岁的护士邢福建感叹。

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创建于1963年，对豫东最大的
一家精神疾病诊疗机构。“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群体，
对家庭、社会都有一定的压力，他们有委屈、有被人歧视
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担当，对病人的疾苦充满理解、关
爱。”因工作需要而被延迟退休的邢福建说。他建立的

“人生心理交流咨询乐园”微信群，把曾是不同“世界”的
人拢在一个现代化的生活圈子里，他经常发一些鼓励的
话来引导患者，舒缓他们的压力，点燃他们生命的希望。

正是这些医护人员无处不在的大爱，让一位位精神
病患者焕发出生命的希望。

去年五一前夕，刚刚入职的护士卢亚倩，在帮病人
收拾床铺时，差点被人拥抱，惊恐中打量这个只有18岁
的男生荣某，曾高考落榜，在亲朋好友的期望中复读，因
考试失利，造成精神崩溃。荣某不停地自言自语：“我要
出去，我要考大学。”卢亚倩想，不能让他放弃理想，要像
亲人一样帮他守护希望，于是便以姐姐的姿态陪他在病
房读书、谈理想，卢亚倩充满着爱心与柔情，让荣某放弃
抵触情绪，配合治疗。两个半月后，荣某拿着大学录取
通知书找到她，流着泪说：“姐姐，是你帮我修复了智能
的缺陷。”

疼痛，也要打通幸福的心路

去年12月 13日晚，三病区护士刘记伟在巡视病房
时，发现徐某偷偷抽烟，便上前劝阻。当刘记伟掐掉烟
头往门口走的时候，徐某尾随身后，突然搂住刘记伟，顺
手从他兜里掏出一支笔，戳向刘记伟的脑袋。瞬间，刘
记伟血流满面。此时，徐某变得更加狂躁，为怕意外，刘
记伟一面捂住头，一面和蔼地安抚徐某的情绪。当他被
送到外科手术室，经检查，头骨里卡着半截笔。当时，刘
记伟刚刚结婚，妻子多次摸着他头上的伤疤说，看，多危
险，离开这家医院吧。刘记伟说，你知道哪个医院有男
护士？俺医院最多，这说明特殊需要。

去年10月 26日，护士余倩带着新来的病人检查身
体，在她低头填写病历时，一个病人突然将手中的热开
水浇在她的脖子上，又被撕拉着头发按倒在地上，最后，
被七八个同事拉开。她笑着说，当时想，坏了，毁容啦，
这婚期将至，怎么办？还好，男朋友理解，婚期延期。在
余倩俏丽的眉眼里，没看到一丝怨恨，她说，事发后患者
家属很害怕被报复。这怎么可能，我们受伤，有疼痛，更
有医德，这些人发病时失去了理智，就像个孩子，怎么忍
心去计较？

护士长史小慧说，我们经常组织患者看电影、下象
棋、打扑克、唱歌……娱乐或心理疏导，帮生活无法自理
的人喂饭、剪指甲、换内衣等，还会被抓、挠、咬伤，但我
们不会漏掉一个人，努力打通他（她）们幸福的心路。

帮精神病流浪者回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十一病区是个独立的院落，这里专为精神病流浪者
提供义务医治服务。被送到这里的人大多无姓名、无亲
友、无家庭地址。

2016 年 12 月 22 日，从夏邑县救助站送来一位神
志不清的患者，护士们给她编号为无名氏A6。最初一
个月，她不吃不喝，不开口说话，大小便在床上。医护
人员精心医治、照料，两个月后慢慢恢复意识，护士细
致地与她交流，询问是哪里人。一次次根据她的口音，
对照地图搜索、排查，再经公安机关认证。最后，终于
在云南找到她口中的地名，病愈后被夏邑县救助站送
回当地。

紫衣，也是医护人员帮患者起的名字，因为收留
她时身着紫色衣物。她生活在这里被医治、救助很长
时间，大家从没想过放弃她。偶尔，从她挤出的一个
模糊不清的住址，通过公安系统反复查询，与其家人
取得联系，方知她离家 17年了，家人以为她早不在人
世。陡然相见，全是激动的泪。她的弟弟跪在护士长
刘青莲面前，从包里掏出一摞钱表示谢意。她拒绝
说，这是我们的责任，能看到你们家人团圆，是我们最
大的心愿。

在医院荣誉室里，党委书记王玉娉指着众多面锦
旗、奖牌说，“精神病人的心理比较脆弱，他们比常人更
需要受到尊重，我们只有用超越父母怜爱之心来对待每
一位患者，才能帮他们打开康复的大门。截至目前，商
丘二院已接待患者17.9万人次，先后被授予省级卫生先
进单位、人民群众满意医院，这是社会对我们医护人员
辛勤工作的肯定。”15

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商丘连续被中宣部“点赞” 特殊群体的守护者

商丘：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医护人员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饮食 程锦 摄

打好打好““四张牌四张牌””中原更出彩中原更出彩

举办集体婚礼，倡树文明新风，栽下一棵同心树 吕忠箱 摄

正在对弈的机器人 夏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