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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背媳妇”趣味赛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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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忆事

丙申猴年的大年初一，温县赵

堡镇南平皋村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背媳妇跑”趣味比赛，吸引众多

村民竞相参与，为节日增添了许多

情趣，烘托了节日的欢乐气氛。我

为这种具有独特创新的活动点赞。

在农村，丈夫若背着媳妇在街

上跑，这本身就是一件新鲜事。并

且是在参加一场“背媳妇”比赛，这

就更有了很多爆料。从他们夫妻灿

烂的笑容里，可以体会到他们配合

的默契、和睦共处的亲情感和幸福

感。

举办者别出心裁，推陈出新，堪

有转型期的创意精神；参赛者春风

得意，神采飞扬，具有划时代的赶潮

意识；观赏者，姿态各异，笑容可掬，

享有中国梦的开拓信念。真可谓大

年初一给大家准备了一顿盛宴。这

顿盛宴美在村民们的心里，甜在村

民们的脸上。

人们常说，过年的年味越来越淡

了。笔者认为，这只是对吃喝穿戴生

活方式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咱

老百姓吃的什么，穿的什么，过的是怎

样的生活，面临的是怎样的艰苦环境，

恐怕80后、90后的青年人难以体会到

和想象到。那时“小孩盼过年，大人怕

过年”。因为过年就能吃上几顿好饭，

填饱肚子；甩掉一身打满补丁的旧衣

服，穿上几件像样的体面服装。

时过境迁。如今，祖国繁荣强

大了，经济搞活了，咱老百姓的生活

节节攀高，鸡鸭鱼虾之类的肉食，已

显得餍肥腻口。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一件的衣服穿在身上毫不吝啬。因

此，大家都误以为年味淡了。

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大家都

能像温县赵堡镇南平皋村那样，出主

意，想办法，多举办、开展一些贴近群

众生活及民间喜闻乐见的节日主题

活动，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充实，更

有激情和富有魅力。着实把和谐社

会的精髓渗透到和谐家庭的氛围之

中，则国之幸哉，民之乐哉。

年关正是商家、企业营销旺季，各商

家、企业大打促销战，在各类营销活动中，

又以价格战居多。一款售价999元的电子

产品价签标注“春节特价”，但发现该电子

产品为新品上市，所标注的价格并非“特

价”，实际就是新品上市价格；一瓶52度的

白酒促销价为“99.8元”，原价标着“498

元”，可是这个促销产品的原价却没有在该

营业场所促销前7日内有交易和7日内的

最低交易价格；“买一赠一”的“赠一”没有

标明是什么、规格有多大；“特价优惠，售完

为止”，没有标明促销的起始和终止时间，

等等，这些看似夺人眼球的价格营销活动

其实是价格违法行为。

价格是最吸引消费者眼球的地方，其

实，从众多各类的价格营销活动来说，对于

商家、企业等自身看，都对价格促销合规性

有所误解或欠缺了解，认为价格营销自己

做主，如何做完全可以自己定，违反了价格

法规而全然不知。而同样，很多消费者也

是“价格盲”，由于对价格法规细节的不了

解，任由商家说了算。商家和消费者对价

格知识的欠缺，是价格营销违规现象的深

层次原因。而现如今，价格执法监督检查

趋向于价格制定等常规环节，欠缺对价格

营销乱象的检查和约束，价格执法片面化，

更是造成价格营销乱象存在的客观原因。

价格营销乱象扰乱市场的正常竞争秩

序，污染消费者正常消费环境。因此，加强

对价格营销乱象进行监督检查，确保价格

营销更是迫在眉睫。

首先通过宣传普及价格知识，让消费

者有价格意识。要对更多的价格营销活动

违规细节知识进行普及，让每一名消费者

都达到“价格明白人”，做到透明消费，随时

可以对价格营销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和举

报，通过消费者参与方可起到“兜底”价格

营销违规行为。

再者，价格执法部门要把价格营销执

法做到常态化。除了正常的价格制定、标

注等检查外，更要对一些商家、企业临时性

价格营销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推行价格

营销活动报备制度，通过商家、企业的提前

报备，让价格营销活动处于可控状态，确保

合法化和透明化，营造公平、公正、合法的

价格营销市场。

价格问题事关民生问题，切实管理好营

销价格，既是消费者之期盼，更是提升价格

管理工作之必须，通过价格管理等部门的有

效管理，确保促进价格营销趋向规范。

幼年时家里穷，父

亲无力在春节的时候为

我购买烟花爆竹，无知

的我总是嘟囔着让父亲买，而父亲总会训斥我

说：“人家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你是没有看见，

还是没有听见？”

我虽然耳朵能听到，眼睛也能看到，可那不

是亲自燃放，总是心有不甘。参加工作之后，有

了收入的我，在春节的时候，购买烟花爆竹是必

须的，这也可能是想弥补儿时心理的缺憾吧。

我有了儿子之后，每到春节，总是带着他一

起燃放烟花爆竹，在爆竹声声、烟花朵朵中，儿子

逐渐长大。

儿子上大学之后，似乎对在春节燃放烟花爆

竹已经不再感兴趣。有一年春节，我和儿子一起

去逛街，看到烟花爆竹之后，我就说，儿子挑选烟

花爆竹吧，老爸付钱。儿子随手拿了一些爆竹后

说，今年就放爆竹吧，烟花就免了。儿子大学毕

业的那一年，我又在春节的时候和儿子一起去逛

街，见到烟花爆竹时，让儿子挑选，儿子居然说：

“为了环保，咱今年就不再燃放烟花爆竹了，过一

个环保的春节吧。”那年之后，过春节我们家不再

燃放烟花爆竹。

今年大年初一回老家，到邻居家里闲聊。我

问邻居家上初中的孩子说，今年春节放炮了没

有？邻居家的孩子说：“学校老师让我们过一个祥

和的春节，我也不喜欢放炮，感觉燃放烟花爆竹有

危险，所以今年春节没有燃放烟花爆竹。”

初二去看望岳父母，看到客厅里有烟花爆

竹之类的东西。我就问，家里谁最喜欢燃放烟

花爆竹？内弟说，这是儿子买的，他让儿子把这

些东西带到外面去燃放，他讨厌这些爆竹，震耳

欲聋。

曾几何时，烟花爆竹能够烘托过春节的气

氛，增添春节的喜庆色彩。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

增强，生活娱乐的多元化，烟花爆竹已经不是人

们的最爱，总有一天这些传统的物件将会退出历

史的舞台。

“老婶子，能听见吗？我是您大

侄儿媳妇，我给您拜个看不见的年，

祝您猴年越跳越高。”“谁呀？中堂

媳妇。拜看不见年可没有压岁钱。

咱俩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让老天

保佑咱俩都再活一百岁。”这是除夕

之夜，社旗县饶良镇郑氏家族两位

百岁老人相互祝福的内容。

打电话者叫尚中堂，今年107

岁，家住饶良镇核桃树村小郑庄，是

接电话者的侄儿媳妇。接电话者叫

何振法，今年114岁，住饶良镇二户

岗村西刘庄，是打电话者的婶子。

原来，1909年2月6日生于社

旗县苗店镇西张营的尚中堂，9岁

作了郑贵亭的童养媳妇，除经常受

婆母虐待外，还要站在小凳子上刷

锅洗碗，一生共生育5个儿子、1个

闺女。除照管几个孩子、做饭外，

她白天还要起早磨面碾米，晚上加

班纺花织布、缝衣做鞋，特别是到

了过年熬夜能到天明。如今，全家

靠党的富民政策5个儿子家家幸福

美满，5个儿媳妇个个孝敬有加，一

大家五世同堂64口人虽说住在天

南海北，但是和睦相处、喜乐融

融。现在，老寿星耳不聋眼不花，

在饮食上偏重吃一些清淡类食物，

因胃口好平时还吃一些槐花之类

的蒸菜。在衣着打扮上，总是喜欢

穿古老的带大襟上衣。平时，她教

育年轻人听国家的话好好干事，千

万别做坏良心勾当。在老人言传

身教下，儿辈、孙辈、重孙辈个个都

是遵纪守法模范，有的还被评为优

秀党员、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带头

人，其中一个孙辈还是英美留学

生，在一家重点大学当教授，还有

一个重孙是新疆企业家。

1902年10月8日出生在襄城

县的何振法，16岁那年嫁给郑兰

富。几十年穷日子过去了，由于她

起早贪黑看管7个儿女和受冷挨饿

在地里干活，落个头晕呕吐病，现在

每天早上都要吃两个荷包蛋来滋补

身体。何振法最大的特点不会生

气，整天给人家说一辈子就几十年，

和睦相处还来不及的，哪有闲心去

生别人的气。现在，她总是早上天

明就起床，中午午休一个小时，晚上

坚持看电视听听戏。

饶良镇共有4名百岁老人，郑

家就占两名。看到这些，两位百岁

老人欣喜有余，不仅时常夸奖共产

党的好领导，而且还都想见见面。

但由于春节前气候骤变，作为儿孙

们的孝敬，让两位百岁老人也赶赶

时髦，在除夕之夜用电话相互拜年，

以此了结她们一桩心事。

新年，在儿时的记忆里是快乐

的。

除夕夜照例要看春节联欢晚

会。熬夜到12点，爸爸妈妈上神供，

我们姐弟就跑前跑后摆花糕，烧元宝，

一起放鞭炮。红红的对联，红红的鞭

炮，红红的窗花，红红的灯笼，偌大的

院子充溢着过年的喜庆气氛。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一大

早，小孩子们都不睡懒觉，早早起来

吃一碗香喷喷的肉饺子，就准备去

拜年了。这个时候是最高兴的了，

我们三五一群，每人拿一个袋子，挨

家挨户地去拜年。每到一户，我们

便一拥而上，趴在正屋的供桌前磕

几个响头，嘴里喊着拜年了，那声音

洪亮稚嫩。大人们有时会逗我们多

磕几个，然后满满地抓一把花生、瓜

子之类的零嘴装进我们的袋子里。

拜到最后，我们会比一比谁得到的

零嘴最多，胜利者当然得意洋洋，乐

不可支。

不过，拜年也是有讲究的。我

们村不大，四五百口人，就一条东西

大街，越往西辈分越大。妈妈告诉

我们，从我们家门口往西都可以去，

往东的不论大人小孩都是我们的小

辈儿，都得给我们磕头。最东头的

小孩子们满大街乱窜也是不会乱辈

分的。

之后每天都要走亲访友，我们

跟在父母的后面，逛来逛去，吃着喝

着，还挣着压岁钱，好不惬意。

转眼就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

又是一个让人兴奋的佳节。尤其到

了晚上，我们小孩子点上外婆送的

纸灯笼，匆匆到达聚集地点就开始

疯玩了。灯笼有圆的，有方的，有各

种动物形状。灯笼上画的人物、花

鸟栩栩如生，让人爱不释手。有的

孩子一不小心，灯笼着火，烧得只剩

下骨架，照样玩得开心。我们这儿

有个风俗，如果回家前灯笼没有着

火，还得故意把它牺牲了才回去。

没有路灯，那硕大的月亮把村

子照得如同白昼。大街上熙熙攘

攘，大人小孩都沉浸在过节的欢愉

中，直到尽兴才归。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六，大人

们赶在孩子前头匆匆起床，抱一捆

事先准备好的柴火放在大门口点

着，等燃起熊熊大火，父母就把孩子

们的棉袄棉裤放在火上烤，要分别

到九家门前的火上烤才行，这俗称

“烤百病”。孩子们也是不肯睡懒觉

的，穿上烤过的衣服，就精精神神地

出门了。父母还为他们准备了柏树

枝，在火上稍稍烤一下插在头上，据

说可以辟邪，包治百病。小孩子们

出门时，每人手里拿一根长长的柴

火秆儿，另一头插个花糕，就到各家

门前的余火上烤，也要烤够九家，直

到烤得外焦里嫩，让人看了垂涎欲

滴。从东头到西头，从西头到东头，

那一堆堆火烬旁留下了人们的欢声

笑语，让年味十足，让隆冬的村子变

得暖洋洋的。

至此，将近一个月的新年接近

尾声，人们开始了又一轮劳作。

2月3日夜，辉县市南

寨镇北流村村民赵某和做

理发生意的妻子忙碌了一

天，陪着6岁的儿子进入甜蜜的梦乡。谁也没有

想到，次日早晨，邻居们发现，赵某一家3口因煤

气中毒全部死亡。本该欢乐的春节却充满了悲

哀的气氛。

赵某全家4口人，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6

岁，女孩18岁。事发当晚，女孩单独一个房间睡觉，

其爸爸妈妈和小弟弟在有蜂窝煤火炉的房间睡觉，

因排气管道堵塞，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煤气中毒事

故。女孩幸免于难。3口人的尸体在屋里晾了十

多天，希望他们能慢慢苏醒复活，但直到2月13日

（正月初六），也没有看到复活的迹象才入土埋葬。

另据了解，仅今年春节前后南寨镇附近就有

7人因煤气中毒死亡，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希

望大家都能引以为戒，在冬季使用蜂窝煤炉取暖

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排气管道的畅通，因为稍有

疏忽，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随着农民对知识的拓展和渴求，全国

农村都建起了像农村合作医疗室一样的农

家书屋，屋内收存书籍在800册以上，报纸

杂志在8种以上。这样不仅使农民及时学

到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还学

到了不少农业科学知识，农民对这种“充电

站”拍手叫好。

但笔者近日在与一些农民攀谈中得

知，的确有不少村委会的农家书屋常常是

“铁将军”把门，很少有人进出，室内灰尘满

地，书室就成了一种摆设，根本就没有效益。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笔者建议要从三

个方面入手。一是要牢固树立长远意识，

切实搞好配套设施和各项活动的落实，选

配责任心强、有组织协调能力的人员来管

理确保活动不间断。二是要坚持“党员活

动之家”、“远程教育室”、“农家书屋”等多

家联合，把它们变成新农村建设的“加油

站”。三是要各个活动场所不仅满足于提

供集体活动的场所，还应作为新农村建设

的一项基础工程、系统工程，在政治教育、

村民议事、科技培训、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

优势，让广大农民群众真正地吸取营养，丰

富知识，陶冶情操，感受温暖。

春节，又到了各类骗子“粉墨登场”的

时候，一些有针对性的诈骗活动又活跃起

来，不少人掉入陷阱。随着科技的进步，骗

子的手法也有了新的改进，针对人们春节

前后常遇到的情况除了常见的中奖诈骗、

短信诈骗，骗术也在不断升级，银行诈骗、

冒充诈骗让人眼花缭乱，人们需要格外当

心各种类型的骗局。笔者根据审判工作实

际和警方提供的数据，梳理出容易发生在

我们身边的骗局，警示市民，以免上当受

骗。

礼品回收诈骗

春节期间，礼品回收的生意又红火

起来了，名酒名烟成为不少烟酒店回收

的主要项目，但这并不是公平的交易，

更有骗子以礼品回收为幌子实施调包

诈骗。

套近乎诈骗

春节前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纷纷返

乡或外出，到汽车站或火车站候车、乘车，

这时候要特别警惕陌生人前来搭讪，面对

任何“热心肠”都要多长个心眼。这种骗子

往往会物色长时间停留在火车站、汽车站

附近等待接站的外地单身旅客，或者偷听

旅客和亲属打电话的内容后再搭讪套近

乎，以接站为名骗取信任后，编出种种理由

诈骗钱财。

网购未发货要退款诈骗

春节前，由于一些快递企业暂停收发

包裹，大部分网店也停止了发货，所以部分

市民在春节前网购的物品还没有到货。春

节后，如果接到自称是网店“店主”、“客服”

打来的电话，称由于货物短缺、系统原因等

无法发货，可办理退款，随后发给你一个退

款链接。此时要提高警惕了，千万不要轻

易打开此链接，因为这大多是诈骗分子伪

造的钓鱼网站，一旦登录，个人信息、网购

账号、密码等重要信息就会被窃取。

招工诈骗

春节后迎来了外来人员返程高峰，随

之而来的是求职潮，很多人在春节后又开

始忙碌着找工作。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利用

务工人员求职心切的心理，通过在车站、码

头、电线杆,甚至是公共厕所内张贴招聘小

广告,许诺少则几千元多则万元的月薪，引

诱那些正在苦苦寻觅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

上当,最后顺利录取他们,骗取报名费、中

介费、服装费等，或者假冒职业中介机构，

骗取求职者信任后，巧立名目收取费用。

更有高明的骗子进行伪装，自称“有关系、

有路子”，以帮忙找工作为名诈骗钱财。

以次充好卖货物

现今网络购物，有一种商家，叫作炒货

商家。他们的商品从价格和图片上看起来

都十足高大上，但实际上却是一些残次

品。如果不小心购买到这类商品，一定要

果断及时退货，不要犹豫。同时一些商家

促销的商品数不胜数，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都会认为参与促销的商品，一定是价格很

优惠，性价比高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因

为有很多商家，平时就是盯着“双十一”、春

节，期望一日吃一年，专门高价刷单，而活

动的时候看似下降幅度很大的价格，仍然

普遍高于行业平均价。

免费购物骗局

有些骗子专门以做活动的名义，告诉

你商品是免费的，但需要付二十几元的邮

费。虽然图片上的商品都是高大上的，不

过，当你收货后就会发现收到的商品往往

不值十元钱。

对于各种骗局，其实总结起来不外乎

三点：一是不轻易相信。面对各种“幸运”

别激动，仔细核实清楚是否确有其事，根据

种种案例显示，“馅饼”往往是陷阱。二是

不透露个人信息。如果涉及相关部门，可

以拨打官方公布的热线电话进行核对，不

随意给不明人员汇款，凡是涉及钱物的问

题，多留个心眼，保护好自身的财物安全。

三是网上交易越来越多，诈骗手段也越来

越隐蔽，打开链接、登录网址、回复短信、下

载软件都可能感染病毒，威胁网银安全。

但不管如何变化、如何迂回，最终还是会落

在一个字上，那就是“钱”！所以只要涉及

钱，冷静面对，多留个心眼，不妨多与家人

商量或咨询别人，毕竟当局者迷旁观者

清。任骗子花样百出，不贪不信，脚踏实

地，人人都提防，想骗也不容易。

2月4日，柘城县新城办事处杨庄村新郎陈襄帅，骑着白马迎接自己的新娘子李菲。这种骑白马坐花轿的传统婚礼一出现，

马上引起了众人的围观，让看惯了现代婚礼的年轻人感觉新奇新鲜。不少年轻人表示也愿意办一场这样的婚礼。

三门峡市陕州区

西李村乡白埠村原本

是个处在深山老区的

小村庄，近来因一位八旬老人举办习近平总书

记图片展馆而热闹非凡。

八旬老人郭正明1993年退休后，便与书报

结缘，而且成为村里党报党刊宣传员，这一干就

是20年，特别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天天都在做

着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把所刊登

习近平总书记的图片珍藏起来，3年来先后保存

500余幅。和笔者交谈中，郭正明对习总书记的

热爱和敬仰溢于言表。为了筹办这次展览，老

人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首先腾出一大间

房屋，然后将十八大以来报纸上登载习总书记

的图片裁剪下来，再按照时间顺序用活页将一

张张图片粘贴到版面，最后再一起布置到展馆

的四面墙壁上。

走进展馆，迎面墙壁上方悬挂着习近平总

书记的巨幅画像，下面是用大红纸书写着的横

幅：“向习总书记问好，给习主席拜年。”一眼望

去，四面墙壁500余幅习总书记的图像一一映入

参观者的眼帘，每一张图片都有一个动人的故

事、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目前学生放寒假，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正逢

春节人流集中时，每天到展览馆参观的人络绎

不绝。自1月20日展出以来，先后接纳群众300

多人次。李村乡政府的一名乡干部大老远前来

拍照，他说：“展馆的展出图片很有价值，好的图

像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郭正明举办的展览不仅了却了自己的一桩

心愿，更是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为农村增添了

别样的节日色彩。

凡人善举

□郭锐谢春燕

当心形形色色的街头骗局
特别提醒

□王树恒

八旬老人
举办习总书记图片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