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廖远哲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年味儿也渐渐
浓了起来。

2月10日， 桃江县桃花江镇金凤社区
里的28户居民，在巷子里架起炉灶，摆好桌
椅碗筷，准备好自家的拿手好菜，以家宴的
形式迎新春，飘散着邻里之间的浓浓亲情。

农历小年前夕，长沙县星沙街道诺亚山
林小区，60余位居民自发聚在一起共进晚
餐，每户家庭贡献两个“看家菜”。从台湾地区
专程返乡探亲、 第一次在大陆过春节的韦妈
妈，被这顿特殊的团圆宴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们村今年修订了村规民约，无论婚
宴丧酒， 非亲属人员礼金都不能超过100
元，提倡60元。”今年，平江县梅仙镇石塘
村为婚丧事宜礼金标准划定了“硬杠杠”。

春节临近，作为村里的红白理事会会长，彭
国旗把新规记得一清二楚：“现在大家不用
绞尽脑汁‘算计’送礼金额了，人与人之间
关系更纯粹，交流多了，情也更真了。”

不论是“拼菜”迎春，还是修订村规民
约，都告诉人们，“人情债”减负，人情味更
浓。缕缕清风，为湖南这个春节增添了浓浓
的“廉味”。

村民“烦恼事”不再烦恼
红白喜事、祝寿乔迁，亲朋好友随个份

子送点礼，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喝个酒，是很
多地方的风俗。

但是，近些年来，这样的风俗却渐渐变
了味。不光是讲面子、讲排场、比阔气，为了
收回礼金，办酒席的名目也越来越多。

荩荩（下转6版③）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肖井冬 杨海峰

2月5日，立春第二天，阳光照在脸上
暖暖的。 记者从桂阳县正和镇和谐村出
发，沿西河旅游公路至该镇极乐村，一路
青山绿水，沿线湿地公园、绿道驿站、湘
南民居、创意苗圃等美不胜收。

正和镇是全国文明村镇，也是桂阳
县城融入郴州主城区的“桥头堡”，西河
穿镇而过、全长20多公里。镇党委书记
李跃华说， 他们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的文明发展道路， 把农村环境卫生整
治、美丽乡村建设、河长制、休闲旅游等
工作有机融合、共同推进，把西河正和
段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乡村旅
游风光带。

走进正和镇省级美丽乡村和谐村，

古桥、古木、古民居韵味悠然，村里村外
看不到垃圾、污水。正在打扫卫生的村民
李路生说，以前村里可没这么干净，现在
镇里开展卫生整治， 保洁员和村民一齐
动手，让村子变得漂亮了。

据介绍，为搞好卫生整治，正和镇定
期对各村进行评比， 各村也定期对村民
家卫生进行评比， 并将评比情况张榜公
布，村民卫生意识显著增强。

“为处理好农业面源污染，我们正在
开展退耕还林还湿试点。”和谐村村委会
主任李斌高说， 试点区总面积400多亩，
已组织土地承包大户种植莲藕、 生态林
等，进一步修复西河湿地生态系统。

沿西河而下，行至西水村，记者看
到一个中年男子手拿铁钳、 灰斗正在
巡河，他就是西水村党支部书记、河长
邓尊利。

荩荩（下转6版②）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
红白喜事宴请宾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

俗。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
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社会上滋生了婚丧喜庆
事宜讲排场、比阔气、慕虚华的奢靡风气 ，良
好的传统演变为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的“面子
工程”。这不仅浪费民力增加群众负担 ，而且
严重损耗社会财富和资源， 也为一些党员干
部借机敛财提供了温床， 广大干部群众深受
其害 、甚至苦不堪言 。2018年春节将至 ，为破
除陈规陋习，狠刹大操大办歪风，大力推进移
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现就文明节俭操办倡
议如下：

一、文明节俭 ，推进移风易俗 。倡导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树立文明新风。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注重人文内涵和情感表达，
提倡崇尚勤俭节约，坚决破除相互攀比、大操

大办、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严格控制各类宴
请规模和档次，尽量减少宴请对象和范围，不
搞隆重仪式，不设豪华宴席，不讲排场 ，不比
阔气，积极倡导崇德尚礼、健康节俭 、文明和
谐的社会新风尚。

二、礼尚往来 ，破除陈规陋习 。倡导婚事
新办 ，不收或少收彩礼 （聘礼 ），不搞豪华婚
礼，不使用豪华车队，婚车行驶途中不燃放鞭
炮，提倡举办集体婚礼、家庭婚礼 、旅游婚礼
等简朴、温馨、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倡导丧事
俭办，简化治丧仪式，缩短治丧时间 ，不在公
共场所搭设灵堂、播放哀乐，不组织 、不参加
封建迷信活动，提倡遗体火化和生态安葬，不
乱埋乱葬，不修建豪华坟墓。生小孩、过生日、
参军、入学、乔迁等喜庆事宜提倡不办。

三、示范引领 ，树立文明新风 。广大党员
干部和各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要认真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带头抵制大操大办婚丧
喜庆事宜等不良风气，不铺张浪费，不滥发请
帖，不大办宴席，不借机敛财，自觉做移风易
俗、勤俭节约、文明操办的表率，教育引导亲
朋好友和身边群众养成婚事新办、 喜事省办
和丧事简办的良好风尚，争做倡导、养成文明
新风的典范。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开
展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行动，抵制庸俗落
后的陈规陋习，刻不容缓、责任重大 。让我们
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做新时代文明节
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倡导者、 传播者和践
行者，共同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湖南省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

2018年2月10日

� � � �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少阳）“你好，你刚才的行为违反了城
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我们对你给予警告，并责
令你改正。”日前，邵阳市一名城管执法人员，在
城南公园对随手扔垃圾的市民进行了教育。

据了解， 邵阳市是中央编办确定的我省
目前唯一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试
点的市州。近年来，该市以改革推进城市管理
向“专业化、规范化、服务化”转型升级，大刀
阔斧归并城管执法机构、统一执法力量，将市
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全部行政处罚权和环
保、工商、公安、水利、食药等领域部分行政处
罚权，以及殡葬行政处罚权，统一交由城管执
法部门行使。 该市还下放11项行政处罚权到
大祥、双清、北塔3个城区的城管执法局；颁布
实施第一部地方性法规《邵阳市城市公园广
场管理条例》。因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
成绩突出，2017年，邵阳市先后在全国住建系
统处级干部培训班、中西部7省市城管执法体
制改革座谈会上作先进经验介绍。

同时， 邵阳市在全市城管执法队伍中开
展“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专项行动。大力
推进规范管理、文明执法，在城区设立蔬菜早
市疏导点、瓜果上市旺季发布“西瓜地图”等，
变被动管理执法为主动服务。2017年来，邵阳
城管共受理群众热线电话1100余个，办理“12345”市民热线转办件
900余件，接待群众来访500余人次，群众满意率高达99.8%。2017年
11月中旬，邵阳市城管执法局获评全国城管系统“强基础、转作风、树
形象”先进集体。邵阳还建设了一批城市综合执法服务站，实行“以奖
代投”落实社区城管经费，在城管工作考核中引入社会调查与网络评
价，进一步夯实了城管基础。

城管转型升级，邵阳整治“门前三包”不到位、渣土违规运输、户
外广告乱贴等行动进展顺利，市容市貌日新月异。2017年，邵阳成功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目前正力创全国文明城市。

周云武 陶芳芳 王若飞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民生始终是为政之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多谋民生之
利、多解民生之忧”。

在长沙市天心区，近年来，区委、区政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实施“民
生造福”战略，从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
问题着手，通过逐年增加民生投入、多办民生
实事来改善民生，绘就“幸福天心”新图景。

弥漫大街小巷的民生“美感”
1月中旬，天心区城南路街道天心阁社区

高正街马路旁修缮一新的“凤凰亭”里，几位
老人坐在长凳上， 兴致勃勃地吹拉弹唱。身
后，成片的翠竹郁郁葱葱。

“社区提质改造后， 我们休闲有了好去
处，生活来了个大变样。” 60岁的高正街居民
彭红思开心地说。谈起过去，老人摇了摇头：

“空中密密麻麻挂满了电线，巷子逼窄，地面
坑坑洼洼， 居民们住的大都是土木结构的危
房，环境别提多差了。”

为改善居民居住环境，近年来，天心区分
批次对仰天湖、赤岭路、八角亭等数十个老旧
社区实施提质提档工程。 天心阁社区按照清

末民初建筑风格，斥资8000万元，对高正街、县正街等背街小巷进行
整体提质，新建花坛、改造危房、整改管网……在精心雕琢下，昔日破
烂的社区小巷变成了麻石铺路、青砖黛瓦的湖湘特色精品街区。

“住得放心了，出门舒心了。”彭红思说。
老旧社区提质提档， 只是天心区着力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举措

之一。该区还大手笔打造了西厢公园、绍基文化社区公园、先锋公园
等数十个社区公园、街头小游园，将一个个绿意盎然的公园“搬”到了
居民家门口，让居民推窗能见绿、出门可赏景。

荩荩（下转6版①）

十九大报告单行本
外文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的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俄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越南文、老挝文等10个语
种单行本已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即日起面向海外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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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倡议书

湖南日报评论员

临近春节，父亲打来电话，说快过年了 ，
周边村组几乎每天都有人请客， 有时候一天
得送出去两三份礼，家里人只得分头赴宴。他
感叹，过去一年最大的开支，就是人情往来 。
无独有偶 ，微信朋友圈一位 “90后 ”也感慨 ，

“怎么有这么多人扎堆结婚， 人还没有回去，
年终奖就不够花了。我‘恐归’啊！”

人情往来， 几乎成了我们生活中重要的
一环。环顾周围，请客设宴的名目确实不少 ：
结婚、生小孩、过生日、乔迁，一场宴请下来动
辄十多桌， 几十桌的场面并不少见。 这些年
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随礼的“标准”也水涨

船高：200元有点 “送不出手”，500元至1000元
才算稍稍体面。

春节长假， 各种喜庆事宜扎堆， 也是奢
华、铺张浪费的高发期。一旦面子观念作怪 ，
就容易造成相互攀比，好像场面越大越豪华，
就越风光，就能赚足面子；礼金收得越多 ，就
证明自己在当地越有人缘、越有地位，原本喜
庆的事情就演变成“面子工程 ”，不仅加重了
老百姓的负担，严重损耗社会财富和资源，也
为少数党员干部借机敛财提供了温床。

荩荩（下转6版④）

不让陈规陋俗给过年添堵

正和镇里好风光

� � � � 2月11日， 游客在装
扮喜庆的凤凰古城游览。
春节临近，凤凰古城的民
居建筑、墙壁挂上了大红
灯笼、 中国结， 贴上了

“福”字窗花和春联等，营
造出一派温暖、 喜庆、祥
和的氛围，年味浓浓。

滕建康 摄

张灯结彩
年味浓

“人情债”减负 人情味更浓
———湖南近年倡导实践移风易俗掠影

党建“三保”起实效 移风易俗巧引导

浏阳5000人团年宴叫停

� � �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赴邵阳调研实体
经济发展，看望慰问一线员工，检查安全生
产工作。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 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在质量和安全上狠下苦功、抓细
抓小，以市场思维提升发展活力与动力，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取得新成效。

副省长陈飞，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来到邵阳， 许达哲直奔湘煤集团牛马

司矿业有限公司水井头煤矿， 乘罐笼电梯
抵达负三百米作业面，看望慰问当班人员，
并向全省奋战在生产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
新春祝福。 他要求大家严格按照安全生产
规程进行作业，时时处处绷紧安全这根弦，
确保个人生命安全和企业生产安全。 在井
下，许达哲还检查了排水、变电、通风等安
全设施运转情况。

去年以来， 湘煤集团通过加强党的建
设、深化国企改革等措施，扭转连年亏损局
面，成功实现盈利。在与湘煤集团负责同志
的座谈中，许达哲指出，要切实抓好国企改
革发展各项工作。下定决心全部消除“僵尸
企业”，聚焦主业明晰业务结构布局，切实
提高有效供给能力； 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
试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强化企业内部

管理。找准“出血点”精准施策，降低企业综
合成本，巩固扩大扭亏为盈成果；加大技术
改造和研发投入力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资源整合利用效率,降低企业负债。要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将安全隐患排查
消除在萌芽状态， 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安
全事故底线，全力以赴朝零事故、零伤亡目
标努力。 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在企业上下形成崇
尚实干、追求卓越的良好氛围，稳中求进地
开创企业发展新局面。

下午，许达哲前往邵东县产业园区，考
察亿利金属、 群辉光电等企业和智能制造
技术研究院。许达哲指出，要落实高质量发
展要求，以市场思维谋发展，不断提升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和有效供给能力， 积极探索
工业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要提升
对外开放水平， 拓宽对接国际国内市场渠
道，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条件。

许达哲强调，春节临近，要本着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农民工工资、
困难群众生活、信访诉求等民生热点，防范
处置节庆期间各类安全风险， 营造和谐稳
定的社会环境、安乐祥和的节庆氛围。要从
年初抓起，围绕打赢“三大攻坚战”、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等重点，精心谋划、强力推动，
为全年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许达哲在邵阳调研慰问、检查安全生产时强调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
取得新成效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2月11日， 在镇党委与村委主要负责
人的陪同下， 浏阳市镇头镇跃龙村的罗姓
村民们给敬老院80位老人送去大量扣肉、

鸡鸭和鹌鹑蛋等。
这些食材， 本来要用于一场原定于农

历大年三十开席、将聚集罗氏家族5000人
的团年宴。2月10日上午，这场规模盛大的
团年宴紧急取消。 荩荩（下转6版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