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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舆论关注

请你抓拍

□本报通讯员 杨振辉 任振宇

1月 26日，淅川县毛堂乡板山村文
化礼堂，一对新人在此举行婚礼。笔者
看到，婚宴菜品丰富，开心果、海蜇丝、
葱油青蟹、油爆蹄子……虽无昂贵的山
珍海味，但荤素搭配、冷热皆有，宾客们
吃得津津有味。

这次婚宴用的是淅川县新风尚菜
单，含 4 个凉菜、8 个热菜，还有水果。
关键是价格不贵，一桌酒席才花销 300
多元。

在婚礼现场，来喝喜酒的宾客王
丽，一个劲儿地夸赞：“这样的菜单真接
地气，这些菜很多都是大家记忆中的美
味，代表和传承了家乡的饮食文化。”

随着群众日子越过越好，操办婚庆
事宜时，在一些乡村常常出现攀比斗富
的不良现象，办喜事反倒成了许多村民
的“烦心事”。淅川县文明办主任杨士
元深有感触：“办酒席本来是高兴事，可
对许多村民来说，也是一件压力很大的
事。菜太多怕浪费，菜太贵花钱多，菜
少了、质量差，怕掉面子。”

如何找到平衡点，既能倡导起文
明新风，同时又让主人的脸上有光，让
来宾尽兴？一个月前，淅川县文明委
组织村干部在百姓和家宴厨师中进行
摸底调查、广泛征求意见，随后制定出
了一份标准菜单——淅川县新风尚菜
单。菜单是结合本地菜肴“淅川八大
件”和淅川山区、库区特色最终确定
的。

“淅川八大件”包括四荤四素，以本
地土特产品为食材，用传统烹饪方法制
作而成。既符合现代人们的饮食追求，
更注重乡土特色，具有地方风味。

上集镇率先推出乡村厨师上岗证
制度，明确要求将“淅川八大件”纳入乡
村厨师培训和验证考核的主要内容，并
探索制定出相关激励制度，通过乡村厨
师这一关键角色，推动新风尚菜单逐渐
深入人心。

新风尚菜单一经推出，就受到群众
点赞。2019年元旦，因为小儿子结婚，
上集镇丹阳村村民谢玉江意外成为“村
红”——他是新风尚菜单出台后“头一
个吃螃蟹的人”。“自家养的猪鸡鸭鹅，

自家种的蔬菜，自家酿的酒，一道道家
常菜，亲友都觉得可口。婚礼办得轻松
了，亲友的负担也减轻了。”

好事只要办到百姓心坎上，响应的
人自然不少。腊月二十二，对香花镇浩
溪村村民王大全、杨同富而言，不仅浓
浓的年味浸透在合家团圆的喜庆氛围
中，而且这一天对两家人来说更是个好
日子，两家依照标准同时办喜事，都很
节俭，又不失热闹喜庆。

“烟酒都准备好了，又退换了。把
20元一盒的烟换成 10元一盒的，80元
一瓶的酒换成 30元一瓶的。”王大全的
儿子王波结婚恰逢新风尚菜单刚推出，
当天，他家单烟酒两项，就省了 3000
元。“不排场排场，亲家能答应?”王大全
解疑说：“都流行新事新办了，亲家那边
也这样，自然就答应了。”

和王大全家比起来，杨同富儿子杨
东东办喜事省得更多。杨同富说：“婚
礼没请司仪，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
帮我们主持，仅这一项，就省了不少
钱。”

香花镇党委书记王振清说，这些细

节在政府文件中并没有明令要求，可是
群众已经自觉地去做了，这说明大家都
注重节俭了。

“操办酒席，提倡节俭；铺张浪费，
实不可取。节庆简办，歪风摒弃；移风
易俗，弘扬正气……”如今，在淅川县龙
城街道，这样的文明公约随处可见。

“移风易俗并非易事，要改变几十
年积淀下来的陈规陋习，不是只靠几张
指导菜单和几句动员口号就能转变过
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百姓的观念，还
得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淅川县副县
长方松海说。

为此，淅川县一方面动员各村干部
和由老党员、退休老干部组成的乡贤参
事会入户宣传，挨家挨户发放倡议书；
另一方面举办家宴厨师培训班，签订

“办酒席不铺张”承诺书，借助他们向办
酒席的百姓宣传新风尚菜单。

除了推出新风尚菜单，新年伊始，
淅川县还不断加大力度，通过举办乡风
文明月活动、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开
展千人承诺树新风签名等，让文明新风
吹进寻常百姓家。3

□宛诗平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又将迎来

消费高峰，广大消费者都在忙着置

办年货、选购礼品、计划出行等。

同时，各种商品、各种消费逢节必

涨的老毛病，又要犯了。

逢节必涨不是一点道理也没

有。究其原因：其一，公众最看重

春节等传统节日，将积蓄了一年的

购买力尽情释放，造成部分商品因

紧俏而“物以稀为贵”；其二，商家

掌握了人们在节日大量购买商品

的消费心理，于是对部分必需品进

行货源紧缺的炒作，刺激人们疯狂

抢购，商家则趁机哄抬物价；其三，

有的行业，大批人员放假回家，坚

守岗位的人员需要发放加班工资，

这个时候就增加了开支费用，这种

行业的涨价可以理解。还有，节日

期间，物价、工商等相关部门一定

程度上放松了监管，致使涨价之风

有恃无恐。

逢节必涨虽然符合市场逻辑，

但 涨 价 也 应 有 一 个 合 理 的 区 间 。

治逢节必涨的病，需要从两个方面

入手：一方面，广大消费者要坚决

摒弃在节日期间大量囤积商品的

错误消费习惯，实行理性消费，不

给少数不良商家提供哄抬物价的

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节日期间，物

价、工商部门对商品市场及服务行

业的监管，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

对 节 日 涨 价 立 下 规 矩 ，戴 上“ 金

箍”，以确保涨价的理由是充分的，

涨价的比例是合适的，并对违规涨

价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切实维护好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总之，治理逢节必涨是民生大

事。相关部门应积极作为，强化监

管，让所有想在节日期间提高价格

的商家拿出自己的理由以及涨价

的成本预算数据，依据这些来鉴定

是不是需要涨价。对于那些随意

涨价的行为，则应举起物价监管的

利剑，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过一个敢

于消费、合理消费、欢乐祥和的春

节。3

新风尚菜单引领新风尚
——淅川为乡村酒席定标准

治治逢节必涨的“节日病”

我叫赵建谱，今年 55岁，是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田
家庄村八组村民，系农村低保户。我知道，低保金是国家对
低保户的救济，是低保户的保命钱，应该专款专用。然而，
我 2万余元的低保金却不知被谁领取了，这让我更加举步
维艰,生活陷入困境。

我全家4口人。我本人身单力薄，体弱多病，没有打工
挣钱的能力,全靠地里刨食。我妻子今年也是 55岁，她患
有脑梗、高血压和冠心病，不仅无劳动能力，而且常年与药
为伍，需不定期住院治疗，高额的医疗费压得全家喘不过
气。两个儿子由于家庭贫困,至今还都是单身。同时，我还
要赡养85岁、患有多种老年病的父亲。全家人住在年久失
修的房里,是群众公认的困难户。

2011年左右，组长赵某拿走我家户口本，说是办低保
用。2012年，赵某卸任组长，王某接任组长。王某接任组
长后，每年都会给我送来100元，说是我家的低保金。我问
咋这么少,他闪烁其词，说政府就给这么多。

2017年底 2018年初，我孩子到陕州区民政部门查询
我组低保花名册，花名册中显示：我和妻子都享受低保，2
人每月低保金300元，每年3600元。

我找到王某，问我实际所得与花名册显示不符是何原
因，王某无言以对，才于2018年3月把我家的低保金存折(一
本通)送给我。经我仔细查看，领取低保金的存折，开户行是
陕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营信用社，户名是我本人赵建谱，
发折日期为2012年10月9日。

存折显示：2013年 1月 5日，支取 2300元：2013年 12
月18日,支取3700元；2015年2月6日,支取4800元；2016
年 2月 28日,支取3700元；2017年 2月 2日,支取2700元；
2018年1月12日,支取3000。上述几笔，合计20200元。

我四处询问我的低保金去向,没人做出明确答复。请
上级部门查清我的 2万余元低保金去向，以保护低保户的
合法权益，让党委政府的好政策落到实处。3

我叫王丰太（部队用名王顺岐），1930年 10月 1日出
生，家住长垣县常村镇贺庄村。

我1947年 6月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刘伯承第九纵
队豫西独立团一营一连三排三班服役。连长叫杜小朋，排
长叫王凤铭，班长叫陈刚聚。战友有刘小安、苗伟田、董良
才、王华周等人。

1948年秋，我们部队驻防郑州邙山黄河桥，后部队出
发，到徐州前乔家、后乔家战场参加淮海战役。到达战场第
一天，战友王华周在战斗中身受重伤，第四班机枪手张耀昌
光荣牺牲。4个月后，我们部队在天主堂村歼灭黄百韬的
部队，战斗结束。我回到郑州后，经领导同意，返乡务农。

我有个心愿，一直未能了却：战友们还有哪位活在世
上，他们的子孙在哪里，能否让俺见上一面；如果条件允许，
期望到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和当年的战场看一看。3

来函照登

我的2万元低保金去哪了

89岁老兵的宿愿

1 月 26 日上午，沈丘县周营镇马营村文化
广场，一场由外出创业返乡青年牛进通、牛永
华兄弟俩发起的向村里老人献爱心活动在这
里举行。

当日，在江苏徐州开办方创建材有限公司
的牛进通和牛永华兄弟俩及公司员工，回到
马营村，为村上 80 岁以上的 72 位老人，每人
捐赠了一袋面粉和一桶食用油，捐赠物品价
值达 2 万余元。这是自去年以来，牛进通和牛
永华兄弟俩第二次为家乡 80 岁以上老人奉献
爱心。

牛进通和牛永华今年都是 30 多岁，很小
就外出打工。经过多年艰辛打拼，兄弟俩在
江苏组建了自己的公司，并把“注重信誉、尊
老爱幼、扶贫济困”作为公司的服务理念，不
断回馈社会。

“作为在外创业人士，致富不能忘了乡亲，我
们能为家乡的老人们提供一些爱心捐助，心里觉
得格外高兴。今后，我们会把捐助活动继续做下
去。”牛进通说，捐赠的东西虽不多，但表达了对
老人们的一份爱心。希望通过这种爱心传递，影
响带动更多人尊老、敬老。3 (谢辛凌)

千里返乡献爱心

百姓故事

春节就要到了，在外打拼的人
陆续返乡，与留守在家的父母及子
女共度佳节。不少人回到家里就
开始围着父母转，帮父母打扫卫
生、清洗衣物，跟父母一块去菜园、
下厨房，津津有味地听父母唠叨那
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琐事，耐心地
回答父母关于子女在外冷热饥饱
之类的提问……其乐融融，幸福
满满。

然而在返乡潮中，也有许多
不和谐的音符。有些年轻人，虽
然人在父母旁边，但心却不在父
母身边。要么有空就做“低头一
族”，玩手机、打游戏，要么就三五
个伙伴一约，出去打牌喝酒、天南
海北地闲侃。更有甚者，个别人
从回来的那天起，就在县城的宾

馆里住下了，白天开车下乡，晚上
开车返城，压根不与父母住在一
个屋檐下。

不知这些年轻人想过没有，父
母盼了一年，难道就为了你给个千
儿八百块钱、买些吃的用的东西
吗？子女常年在外，老人们多么希
望过年这几天，儿孙们能与他们吃
住在一起，聊聊陈年旧事、叙叙家
长里短，享受一下儿孙绕膝的天伦
之乐啊！

可怜天下父母心。敬劝那些
返乡过节的年轻人，在必要的邻里
交往、走走转转之余，少些闲玩、少
些应酬，尽量把时间用在陪伴父母
上，让老人平时孤寂的心灵在节日
里得到慰藉，趁爸妈健在时多尽一
份孝心。3 （马晓冲）

春节假期，许多人陆续回到老
家与亲友见面，好不热闹。在相互
交谈时，难免会谈到工作生活、就
业就医、入托入学等。其中有民之
所想、民之所盼，也有民之所怨。

我常深入农村开展工作，知道
群众对某项工作的意见建议，不可
能都通过正当渠道或书面材料予
以反映。但他们又有话要说，所以
就会反映在茶余饭后闲谈中。还
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就是你要群
众公开站出来，对某位干部、重点
工作、民生改善等评头论足，怕是
不少人心存疑虑，因此只有在亲友

闲聊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在
不经意的闲谈中，因为少了思想顾
虑，没有框框约束，自然敢讲真话、
道实情。

许多好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若浮在上面，千金难求，而深入群
众，倾耳可得。“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各项工作成效
如何，群众最有发言权。这就要求
我们的各级干部放下身段，以普通
百姓的身份经常深入田间地头、社
区楼院、广场公园、大街小巷，多听
群众的“埋怨声”“牢骚话”，了解民
生的诉求。3 （刘中强）

一到节日尤其是春节，有许多
人无论在家中还是在酒店，摆宴席
时往往铆足劲儿加菜，鸡鸭鱼肉件
件有，海鲜野味样样齐。结果，酒
宴结束后，一大桌的菜肴，竟能剩
下一半。

其实，在家里也好，在酒店也
罢，吃饭要节俭，够吃就行，可很多
人却为了不在别人面前失面子、掉
身份，还是“打肿脸充胖子”，明明
知道大家吃不了这么多，却非得把
桌子摆满不可，“喜宴”最后成了

“剩宴”。

可喜的是，已经有很多人,尤
其是许多年轻人，一改“死要面子
活受罪”的做法，点餐时要半份或
者要拼盘，用实际行动把“放下面
子，留下光盘”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他们为我们做了榜样，带了好
头，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
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但愿“放下
面子，留下光盘”成为每一个人的
自觉行动，多些节俭意识，少些死
要面子，从而让“光盘行动”成为常
态。3 （叶金福）

连线基层

春节回家多陪爸妈

民意常在闲谈中

放下面子留下光盘

1月 28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在新蔡县杨庄户乡集贸市场，乡文化服务中心和中心学校组织
近十名教育工作者、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把写好的春联免费赠送给群众。3 杨政宣 摄

义写春联送祝福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重任千钧再出发 新年伊始细耕耘
新年伊始，中国银行新乡分行聚焦全面从严治党，一鼓作

气，早动手、早部署，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从严治行，组织开
展了对2018年党建工作的全面检查诊断。检查之前，新乡分行
围绕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和省行“六好党支部”建设标准，列
出了详细的检查提纲，明确了检查方法和评分标准。为了确保
检查质量，新乡分行纪委书记张存东首先组织各组检查人员进
行了集中的动员培训，要求大家本着对中行事业负责的态度，认
真检查，如实反映问题。同时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
省市行有关要求，检查人员午餐在被检查单位职工食堂按照员
工标准进行就餐。检查分为八个检查组，全面覆盖辖内所有基
层党支部，采取听取汇报、调阅资料、个别访谈等方式进行，并对
支部党员进行现场闭卷测试，准确把握基层党员学习情况。检
查形成底稿，如实反馈，能解决的问题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
限期整改，基层解决不了的问题带回市行解决，并将检查结果作
为各支行部年度绩效考核的一个重要评价依据。此检查是对
2018年基层党建工作的一次全面有效的检查诊断，摸清了家底，
发掘了基层党建工作中的亮点、痛点和难点，让照照镜子、洗洗
脸、出出汗、治治病成为常态，及时掌握基层党建工作第一手材
料，使下一步工作更加有的放矢。 （王辉）

筑牢三道防线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近日，中牟县大孟镇纪委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着

力从源头上遏制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发生，扎实做好
党风廉政建设风险防控。一是“宣”字育廉，筑牢思想防
线。镇纪委不定期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集中学习各条
例，加强联系沟通，不断增强领导干部廉政思想认识，筑牢
思想教育防线。二是“制”字警廉，完善制度防线。建立以

案促改常态化学习制度，贯彻落实每周一次的机关干部集
中学习制度，严格执行镇村级党务、政务及重大事项公开
制度。三是“查”字严廉，强化监督防线。镇纪委在做好日
常监督检查的基础上，将廉政监督工作延续到“8小时”外，
构造出全天候、无缝隙的动态监督检查格局，不断强化廉
政监督防线。 （彭威威）

聚焦“三个关键”火眼金睛彰显派驻威力
把纪律挺在前面，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沈丘县派驻纪检

组坚持靶向发力，聚焦“三个关键”，火眼金睛彰显派驻威
力。紧盯关键少数，监督驻在部门领导干部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夯实一把手“亲自抓、负
总责”和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各负其责”各项任务的落
实。紧盯关键事项，加强对驻在部门“三重一大”事项全过程

监督。通过出席“三重一大”会议等党组会，紧盯廉政风险
点，把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
的使用作为监督重点。紧盯关键节点，严防“节日病”。节前
及时发送“廉洁短信”；节中主动出击，严厉查处收受节礼红
包、公车私用等违规违纪问题；节后第一时间抽查在岗情况、
严肃纠正纪律不严，拧紧纪律“发条”。 （徐丽）

郑州大石桥街道办事处持之以恒纠“四风”
春节将至，为防止“四风”反弹回潮，郑州金水区大石

桥街道办事处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确保廉洁
过节，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一是利用周例会通报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典型案例、组织观看警示教育
片《迟到的忏悔》，切实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深入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二是街道党工委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采取有力措施，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严防党员干部
借过节之机搞吃喝送礼、公车私用、公款旅游、滥发钱物、
大办喜庆事宜等节日“四风”问题。三是街道纪工委切实
担负起作风建设监督责任，将定位向监督聚焦，责任向监
督压实，力量向监督倾斜，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持续用力、
成为常态。 （张静燕）

郑州金水中行开展
“助力开门红 党员争先锋”活动

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以最好的党建引领最好的银行建设，扎实推进
党建工作的“四个融入”，日前，中行郑州金水支行组织开展

“助力开门红，党员争先锋”活动，激励基层党支部、党员主
动作为，带头示范，争做贡献，积极投身到首季开门红各项
业务发展战役中去。该行要求各个党支部积极行动起来，
召开党员大会，传导思想、凝聚共识，围绕业务发展，献计献
策，形成合力，积极组建党员突击队、尖刀组、营销分队、服
务分队，党员率先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冲锋陷阵，以最激昂
的斗志、最火热的情感、最强烈的责任投身到业务发展中
去，处处都有党员身影，时时展现党员光辉形象，以助力“开
门红”为当前首要任务，努力实现业务发展与党建工作的

“双提升、双促进”。此次活动将根据支行“开门红”竞赛活
动方案、活动战报和“两争揽两提升”项目，在活动结束后评
选2019年度“开门红”先进基层党组织3家，优秀共产党员
若干。对获奖集体和个人进行奖励，颁发荣誉证书并发文
表彰，其中特别优秀的直接推荐参与省行“先进基层党组
织”“优秀共产党员”评选，除此之外，在2019年支行重要活
动、外出教育培训及其他相关荣誉评选时，优先考虑本活动
获奖集体和个人。 （王俊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