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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村里有了红白理事会，人情往来的
压力小多了。 ”

近日，说起村里成立的红白理事会，宁乡
县大成桥镇大成桥村村民们纷纷点赞。

以往的大成桥村，各种名目的“酒”、“宴”
应接不暇， 标准逐年增高， 往往让人不堪重
负。

“婚丧嫁娶、乔迁、满月、升学、生日、参军等都
要摆酒，所送的礼金也越来越高。 ”村支书徐兴做
过一次调查， 发现有的家庭一年所送出的人情竟
高达七八万元。 同时，摆酒越来越讲排场。

为破除陋习，扭转这股不正之风，去年1
月，经过反复酝酿讨论，该村创新成立了红白
理事会。

该理事会由村支两委成员、小组长、村民
代表以及民间艺人组成， 其中绝大部分为党
员。

“理事会成员带头移风易俗， 不参加吃
请”、“群众举办红白喜事，向理事会报告，不
大操大办”……打开其通过的红理事会章程、
白理事会章程， 对从新从简办理红白喜事等
方面有明确规定。

同时， 乡亲们还自发捐资60多万元创建
“幸福基金”，红白理事会工作经费从“幸福基

金”中提取。
“儿子的婚礼虽然简单，但热热闹闹，少

了一些人情，重了许多感情!”谈起去年3月儿
子的婚礼，村民贺建强非常感慨。

儿子要结婚， 作为父亲， 贺建强非常兴
奋。 婚礼一周前，他专程到村里的红理事会报
告了这一喜讯。

红理事会常务理事、 擅长剪纸艺术的刘
章喜，立即给他家剪了几个大大的喜字。 常务
理事、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朱建文和欧曙光，
则为其书写了几副喜庆对联。

婚礼当天，村干部上门道喜，并与县电影公
司联系，利用电影下乡政策，为贺家免费播放一
场电影。 理事会的戏班子成员来到他家，免费表
演了当地传统的“围鼓戏”。村委会出资购买的卡
拉OK设备也被搬到现场，让村民们一展歌喉。村
主任张新民则客串了一把婚礼主持。

“在操办这些红白喜事时，理事会从‘幸
福基金’中提取200元钱作为礼金。 包括村干
部在内，理事会成员都不单独送人情，也不参
与吃请。 ”徐兴说。

这场俭朴热闹的婚礼，在当地传为佳话。
村干部带头，当地的人情标准很快降了下来。

“乡邻人情标准从200元降到了100元，回
礼礼包由50元降到20元……”1年过去了，村
民们总结了一下， 在大成桥村红白理事会的
影响下，全村操办红白喜事场数少了一半，单
次红白喜事费用平均降低1/3，村民人情消费
平均减少一半以上。

（湖南日报北京3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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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让乡村更美� � � �文稿撰写：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张斌
主持： 杨柳青
统筹： 夏似飞

【提要】
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 、高额彩礼……在今日的乡村 ，这样的场景

仍然屡见不鲜 。改变这些风俗 ，文明才可更进一步 ，新农村才能变得
更美 。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用中国梦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从2016年底以来，全国各地坚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全国两会期间，“新湖南 更出彩” 全国两会联合访谈演播室邀请到3
位代表、委员，就如何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发表真知灼见。

【嘉宾】
刘长庚： 全国政协委员、 民进湖南省委副主委、 湘潭大学副校长
杨 莉： 全国人大代表、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凤凰乡凤凰村委会主任
张青娥： 全国人大代表、 益阳市安化县梅山文化园董事长

【观点】

� � � � 主持人： 现在一些地方存在一种
现象，那就是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铺张
浪费、并收取高额礼金，导致有年轻人
因为礼金重而不敢回乡过年。 请问代
表委员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合？

杨莉：在农村，婚丧嫁娶办酒席
等现象非常普遍。我感觉近些年来办
酒席的规模比以前更大了，吃酒席的
时间也比以前更长。有酒席自然就有
礼金的往来，礼金也越来越高，长此
以往，人情就变成了负担。

张青娥：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
姓手上有了钱， 有喜事喜欢热闹一
下，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办多了就过
了“度”。 在我们益阳一带，最近几年
农村里显得比较铺张， 酒席越来越
多，如结婚、生小孩、小孩周岁、建房
子、乔迁新居、整岁生日、孩子考上大
学等都要办，益阳、常德一带还有庆

祝36岁的习惯， 感觉真的是不堪重
负。 无论红白喜事，拱门、气球、鞭炮
等等一样都不少， 场面尽管热闹，花
费也不小。

刘长庚：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农村
研究的数据库，到目前为止，我们调
研了3000户农民家庭。 通过对其中
两个村619户家庭调查情况的初步整
理，我们发现这两个村的人均年收入
大概是15000元左右，他们第一大开
支是吃饭等生活开支， 约占30%，第
二大支出就是礼金往来。 两个村中，
有一个村在礼金方面年人均支出
1800元， 另一个村年人均支出1400
元。 平均而言，占收入的比重约15%，
还是比较高的。他们的第三大开支是
医疗看病。 礼金的支出，超过了看病
就医， 说明农村的一些风俗习惯，一
些酒席宴请，确实需要适当控制。

� � � � 主持人：请问3位代表委员，对乡
村陋习恶习和不文明的乡风有何看
法？给社会带来了哪些危害？

杨莉：在我看来，大操大办，高额
礼金， 给老百姓的生活增添了负担，
而且，一有喜事就搭拱门、放烟花爆
竹，扰得一方鸡犬不宁。

张青娥：大操大办的现象很容易
“传染”，东家办了，西家也照样学。最
后，造成相互攀比，好像谁办得热闹

谁就更有面子一样， 形成了恶性循
环。如此下来，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也
不利于构建和睦的邻里关系。 同时，
鞭炮燃放多，实际上也带来一定的污
染。

刘长庚： 乡村陋习细究起来，对
社会风气危害不小。可以说，重了礼
金，淡了真情。邻里关系和朋友亲情
掺杂了金钱， 就变得不那么纯粹。婚
丧嫁娶，比排场更重要的是真情。

� � � � 主持人：俗话说，十里不同风 ，
百里不同俗。对于乡村的习俗，有关
部门直接出台规定一禁了之似乎太
过粗暴，各位代表委员认为，政府和
有关部门要如何做？

张青娥：我觉得作为政府来讲，
还是重在宣传引导。 其实老百姓还
是有节约的想法， 不是人人都喜欢
铺张，但是碍于面子，或者被礼尚往
来的观念束缚， 没有一个人出来提
倡、带头。政府恰恰可以做，通过提
倡勤俭节约， 倡议在全社会去陋习
恶习， 久而久之， 文明乡风就形成
了。

刘长庚： 农村有些风俗习惯已
经形成多年，甚至是约定俗成，如果
政府想用一个规定就禁止， 是不现
实的。 就像前不久， 外省的某个地
方， 出台了一个规范操办酒席行为
的实施办法， 对婚丧嫁娶操办酒席
范围、规模等作了明确规定，其中，
有一条是复婚、再婚不得操办酒席。
尽管出发点是好的， 希望以此制止
违规办酒，管住办酒捞钱，然而方法
简单粗暴，容易引起民意反弹。政府
用行政命令限制民众在婚丧嫁娶中
的行为，要适度而为，不可太过。

我非常赞同张青娥代表说的，

移风易俗，重在引导。过去春节燃放
烟花爆竹，有些地方一度完全禁止，
老百姓不满意， 后来是在规定的时
间和地方可以放，这就是引导，燃放
的就少了一些。现在空气质量不好，
大家认识到了烟花爆竹的危害，就
算不禁止，有些人也不放了。传统风
俗会随社会环境、 地方环境的变化
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把工
作做得更细一些。

政府有关部门在引导形成崇俭戒
奢风气的过程中，既不能缺位，也不能
粗暴地一禁了之。 要在帮助群众解决
实际问题的前提下， 找到问题的思想

根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群众认
清陋习的危害，主动拥抱新风尚。

杨莉：我觉得可以发挥榜样的力
量，有关部门可以对在移风易俗方面
做得好的地方进行宣传推广。像我们
村，2016年组织村民到株洲攸县去
考察，看当地在红白喜事方面是怎么
做的。回来之后，大家都觉得要学习
他们的做法。我们村里，现在也出台
了一些奖励办法进行引导，比如有人
去世， 如果选择土葬就没有奖励，火
葬就给予奖励；如果在家里办没有奖
励，到殡仪馆去办就进行奖励。这么
引导，发现效果还不错。

� � � �主持人：美丽乡村的建设，离不
开文明乡风。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
明乡风，政府、社会和群众可以做一
些什么？

杨莉： 我们那里有一个很大的
义工群体。义工干什么呢，过年了去
慰问孤寡老人、留守儿童；路上发生
了交通事故， 或者公路因为修路堵
车，就主动去疏导车辆，等等。他们
的所作所为， 就是在传播一种正能
量、一种新风尚。还有随处可见的广
场舞。以前，很多农村妇女没事就是

打牌打麻将，有了广场舞以后，每天
傍晚都可以看到她们聚在一起跳，
人的精神状态好了。我觉得，还要加
大力度弘扬积极、 健康、 文明的风
气。

这给我一个启发， 就是政府要
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建
设更多的农村图书室、活动室、体育
健身场和篮球场等， 满足农村百姓
的精神文化需求， 改变农村人口的
精神面貌。

张青娥： 现在到处都在建设美

丽乡村，在我看来，美丽乡村既要搞
好外在的房子、道路、景观，也要注
重内里的精神文明。没有文明乡风，
算不上美丽乡村。

推动乡风文明， 需要构建一
些长效机制。 比如现在一些地方
都成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 由理
事会明确红白喜事、 酒席宴会的
标准。当然，制定的标准，要符合
当地经济社会的实际。我觉得，操
办酒席、 红白喜事等也可以作为
村规民约固定下来， 以制度的方

式进行约束。
刘长庚 ：推进乡风文明，要营

造一种良好的氛围。政府要发挥作
用，让新风尚、新风气、新文化占领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可以通
过文化墙、宣传画、公益广告等多
种方式宣传文明乡风，开展一些文
明户、好媳妇、好公婆之类的评选。
也可以发挥乡贤的作用。乡贤是十
里八乡具有一定威望的人，邀请他
们参与乡村的治理，可以起到黏合
剂的作用。

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与文明风尚格格不入1

婚丧嫁娶，不能重了礼金，淡了真情2

移风易俗，重在引导，不能“一禁了之”3

有了文明乡风，才有美丽乡村4

【故事】

村里有了红白理事会

� � � � 2016年11月2日，鸟瞰浏阳市永安镇华山屋场。这里依托优质自然山水资源，突出“幸福
文化”主题，按照现代旅游景区标准，建设了富有独特魅力的农民休闲公园，成功打造为湖南
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 � � � 3月6日，刘长庚委员（左二）、杨莉代表（右二）、张青娥代表（右一）接受联合访谈。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幸福文化 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