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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奉永成

缩小范围降规格
在长沙人眼里， 在五星级酒店办婚礼， 肯定是有

头面的人， 其中不少与领导干部联系在一起。
某酒店最大的宴会厅———湖南厅， 可以宽松地摆

上50桌酒席， 同时容纳500多人就餐。 6月5日， 记者
以顾客的身份表示想预订该厅时， 一位姓何的小姐告
诉记者， 目前该厅在6月份还有几天未被预订， 而7月
份除了有10天左右被预订外， 其他时间都可预订。 她
同时坦言， 如果是以前想预订湖南厅， 至少得提前一
个月， 想订周六、 周日得提前半年。

该店一名服务员告诉记者， 现在有些客人会主动
要求做些隐蔽措施， 让婚礼不那么显眼。 如不在一楼
等显眼位置摆指示牌， 用餐时将大门关上等。 除了这
些措施外， 还有些客人直接将范围缩小， 更换场地。
这位服务员透露， 酒店有大小不一的宴会厅， 有些客
人会选择一个小点的宴会厅， 然后多订一些包厢， 这
样不管是办喜宴的主人还是来参加的客人都会觉得低
调许多。

除了这些措施外， 还有些领导干部将宴请场地由
市中心转移到郊外。 省直单位一位干部告诉记者， 5月
份他参加了两场领导干部家的喜宴， 地点都是在长沙
周边的五星级农庄。

“这些农庄的条件当然比不上市内高级酒店， 但
亲近自然， 是另外一种风格 。 更为重要的是， 在这些
地方办婚礼一点都不打眼”， 这位干部告诉记者。

对于领导干部们来说， 办喜事缩小宴请范围比选
择个隐蔽的场地要难得多。

上个月， 某厅一位负责人为儿子办喜宴， 为了缩
小范围， 他事先并未告知本单位任何一位下属， 只邀
请了几位同为单位领导的同事， 并通过程序报告了单
位党委和省纪委相关部门。 但在喜宴当天， 单位一些
下属从不同渠道得知了消息， 前来祝贺， 导致原本预
订的席位， 非常吃紧， 让他左右为难。

“作为领导， 人际关系网比普通百姓会广一些。
另外， 单位亲戚朋友同事家有喜事， 大红请柬也会送
一张给领导或其夫人， 那么当领导家有喜事时， 这些
原来请过领导的人肯定会前来贺喜、 还人情。” 这位领
导跟记者直言， 在这种情况下， 来参加喜宴的人就会
有很多， 人一多就触犯了“高压线”。 对于礼金的数额
就更无法控制了， 这位领导表示， 对于贺礼过重的客
人， 只能事后去退还。

不愿触到“高压线”

家有喜事， 邀请亲朋好友共同庆贺， 一起分享这
份喜悦， 作为人之常情， 领导干部们也不能例外。 现
在不少领导干部在庆贺喜事时低调了许多， 但也有一
些人玩起了“躲猫猫”。

“在舆论监督全面放开的时代， 领导干部们害怕
在办喜事的过程中， 触到纪委禁令的‘高压线’。” 刘
光华是一位从副厅级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 他告诉
记者， 对于领导干部们自身的廉洁问题， 现在禁令很
多也很严， 一旦触犯， 得不偿失； 再加上舆论监督正
在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很多领导干部愿选择低调行
事。

事实上， 近几年来， 领导干部因为高调办喜事而
被查处的例子数不胜数。 如果在百度上输入“领导干
部大办喜事被查” 几个关键词， 可以找到几千条相关
的网页， 其中有直接触犯禁令被查的， 也有些因大办
喜事被举报而“拔出萝卜带出泥” 的。

那么， 在我省领导干部办喜事到底有哪些“高压
线”？

省纪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湖南省纪委、 省
监察厅早在2005年就出台过 《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
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 借机敛财的规定》， 明确规
定， 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禁止大操大办。

“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时， 根据级别和单位性质
的不同， 要求领导干部向省纪委或单位党委报告， 并
对参与人员范围进行规定。” 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除了报告参与人员的范围外， 还严禁领导干部办喜事
时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礼金、 礼品以及在“礼尚往
来” 名义下收受钱物， 一旦违反相关的规定， 将对违
反者进行严肃处理。

特别是去年底， 中央“八项规定”、 我省“九条规
定” 出台后， “红线” 触碰不得， 已经成为许多领导
干部的自觉， 婚事大操大办的风气为之一变， 而选择
在不显眼的地方， 小范围低调享受人生之乐。

“不管是自发选择低调， 还是迫于禁令的威力，
领导干部低调办喜事都要大力提倡。” 刘光华认为， 近
些年来， 随着中央对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宴席的管理规
定的出台， 领导干部大操大办的行为得到了很大的遏
制。 刘光华觉得俭朴办喜事， 有利于提高干部队伍的
形象， 也有利于促进干部自身的进步。

通讯员 孙佑民 何光红
本报记者 沙兆华

在嘉禾县盘江乡宅侯村， 村委会主任李平被人称为
“诗人村官”。

6月8日，记者来到位于宅侯村村口李平家中，翻看他
的诗词，字里行间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山为邻，水作伴，初夏时节，屋檐归燕秀呢喃。 汛期
至，溢满堂，科学管理，领导声音在耳边。 微风吹，雨打伞，
催我巡山。 露湿双脚，心欢畅，是为何？ 政通人和民心安，
丰收宅侯在眼前。 ”这是今年5月8日，李平做防汛工作时
填的一首词。

1992年，李平毕业于郴州市农校，早年南下广东做泥
水匠，后来承包建筑小工程。2008年，村委会换届的时候，
他被海选为村委会主任。 李平喜欢看书，在村民眼里是个
多才多艺的人。 记者翻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的
都是他平时所作的一些诗词，大约有200多首。

李平的诗词，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浓郁生活气息。
有的抒发对家乡的热爱，有的讴歌农民的幸福生活，更多
的是对自己工作的感想。 他的《不令·开局》中写道：“正月
桃花忙，迎春又拜年，总把村前屋后缀，宅侯靓新妆。 清洁
高化美，幸福多一点，兄弟村竞红旗飘，催我心飞扬。 ”他
用美丽的诗词赞美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

为了写好诗词，他买来《唐诗三百首》、《宋词》、《毛泽
东诗词》和《古诗一本通》等来阅读。 平时忙碌一天后的李
平，常常在灯下寻觅诗词创作的灵感，经常写作到深夜。

“诗人村官”
中国新闻名专栏

老百姓����的故事

●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6月 12日

第 2013156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941 1000 941000

组选三 673 320 215360
组选六 0 160 0

7 57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253472
1 1207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489
949

13871

21
28
451

88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6896
139817

460
339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3年6月12日 第2013067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4 2609 11 16 18 24 28

低调婚礼渐流行

漫
画
李
雅
文

X�X农庄低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