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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俗格调
葬礼有时也请表演队

涂场村离县城有40多公里，2016
年才摘掉贫困村的帽子，种地、打工是
主要的经济收入。尽管如此，村民在办
酒席上还是出手阔绰。

玄滩镇宣传办工作人员付梓豪两
年前到镇上上班，看到几乎每个村都
驻有一支表演队伍。后来才知道，这些
表演团队，只是在红白事上去唱唱跳
跳的。

结婚唱唱跳跳，图个热闹，但有时
候葬礼上也有这样的表演。付梓豪很快
发现，这种“文化氛围”特别别扭。一场
表演，花费几千上万不等。收费得根据
表演时长、团队人数以及女演员数量来
定。66岁的赵纯良“最看不惯”的就是这
一点，“很多表演走向了低俗化。”

名目
乔迁升学入伍生日都要办

但不好管，人家家里办事，你去过
问，就是讨没趣。赵纯良说，农村人讲
究这些，也没有具体的管理条例。但这
样的风气越来越盛，“这家办了，那家
也跟着办，而且规模还不能小。”

从过去的传统习俗慢慢演变过来
的如此“民风”，根深蒂固，影响广泛。付
梓豪告诉记者，在玄滩一带，村民要办
的酒席，除了结婚、葬礼，还有乔迁、升
学、入伍、孩子出生、生日等等。而且，不
管大人小孩，每逢整寿，都要大办一场，
付梓豪算了一笔账：一个5口之家，仅仅
是生日宴，平均每两年就要大办一次。

开销
有的酒席要花几万元

大办起码得摆上二三十桌，甚至
四五十桌。赵纯良告诉记者，大办的酒
席要连摆三天，再请一支表演队伍，一
场酒席动辄花上几万元——这得花一
个普通农村家庭几年的积蓄。

赶礼的人也不轻松，在涂场村，大
多村民整年都在外面打工，酒席往往
集中在过年前后，村民回家过年，马不
停蹄地参加酒席，有时候一天跑几个
场子，回家过个年，往往赶礼就花上好
几千元。三天酒席，村民聚在一起，除
了吃喝，就是打牌。“大家疲于应付这
样的酒席，影响生产工作，影响村风民
风。”赵纯良说，“所以当时听说我们村
要搞试点，我是一百个愿意。”

2017年初，泸县通过村（居）民自
治引导，将遏制村民大操大办措施列
入村规民约。当时的玄滩镇党委书记
先泽平在会上点将，要赵纯良带头试
点。赵纯良“暗自高兴”，他说早就厌恶
这样的风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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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
酒席规模小了，菜“够吃就行”

如今的涂场村，周边村民都很羡
慕，“他们那现在搞得好。”

赵纯良说，他2007年担任村主任
时，村上的集体经济还是负债，如今村
上搞了养蛙、养虾、养猪的基地。两年
前村上搞公路户户通，总共花了 230
多万元，除了群众出资一小部分，以及
村上成功人士的几十万元捐款，其他
大部分的钱，都是集体经济的资金。

涂场村是泸县第一个实现水泥路
户户通的村子。村道建好后，还在主要
干道安装了太阳能路灯，而道路两边
的绿化树，是村民各家各户捐的6000
多棵树苗栽培而来的，树苗种类很多，
都是从自家地里挖来的。

村民钟发珺告诉记者，这些年村里
变化很大，她家也在村上的支持下，发
展了肉兔养殖产业。对于禁止大操大办
的村规，她自觉遵守。去年她家嫁女儿，
男方女方一起办酒席，两方亲友，也才
摆20多桌，规模小多了。“一桌以前20多
个菜，现在一般就10个菜，够吃就行。”

规矩
办酒席需申报，违规要上黑榜

如果有村民不执行村规民约，村
上会采用红黑榜的办法通告。赵纯良
告诉记者，村民在办酒席前，要提前申
报。若不申报的，名字就会出现在黑榜
上，对其通告批评。还有的村民虽然申
报了，但大操大办，也要对其进行通告
批评。反之，则上红榜。但目前在涂场
村，还没有出现违规村民。

泸县民政局副局长曾燕认为，通
过一事一议，对于村民认可的抑制大
操大办的村规民约，大家都应该遵守。
所以，对违反村规民约的村民，村（居）
民委员会在村务公开栏上进行通报批
评，并无不妥。

负担
红白事办理费用减少70%以上

据了解，2018年，泸县全县“人情
客往”支出费用减少40%，红白事办理
费用减少 70%，涂场村的数据高于这
个平均数。村民邱宗伟说，他现在一年
赶礼的钱，要少支出上万元。就玄滩镇
而言，全镇酒席数量明显减少，酒席规
模明显缩小，该镇涂场村、玄丰村、龙
凤村一年累计举办酒席99次。

在赵纯良看来，禁止大操大办除了
遏制浪费，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村风民
风，如今的涂场村，村民做事更务实，关
系更融洽，“这才是该有的新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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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上午，绵阳交警直属一大队
民警代锦春询问完一位二次酒驾的司
机后，突发脑梗，并伴有左侧椎动脉夹
层。随即，等候处理的司机将其背下
楼，随后被同事紧急送医。因病情严
重，急需转往华西医院，随即，成都、绵
阳两地交警接力，沿途司机也纷纷让
道，代锦春被及时送往华西医院。目
前，医院正在全力救治中。

危急！他突然一动不动

3 月 12 日 8 时 45 分，代锦春根据
工作安排，开始接待当天预约的酒驾
处理人员；9时30分，在中队开完早会
后，他开始对交通违法人员进行处理；
10时37分，他从执法办案区回到三楼
办公室完成相关法律手续；10 时 47
分，接受处理的驾驶员突然发现代锦
春没有反应，同时，同事苏波也发现了
情况异常。

“当时他给一名二次酒驾的司机
录完材料后，到另外的办公室准备办
理拘留手续，因为和我的办公室挨着，
我就去打招呼，结果发现他双手撑着
头部，一动不动。我发现情况后，急忙
大喊了一声‘救人’。这时，在旁边等候
处理的驾驶员主动背着代锦春下楼，
其他办公室的同事也随即出来帮助，
我急忙跑下楼去开车。”13日，苏波介
绍，随即，他们开车将代锦春送往绵阳
市中心医院进行抢救。

交警开辟绿色通道

得知此事后，该大队领导也紧急
前往医院了解代锦春相关情况。14时
02 分，经医院多方位检查，结果是突
发性脑梗并伴有左侧椎动脉夹层。因
病情严重，绵阳市中心医院在紧急抢
救后，准备将其转院到成都华西医院。
14时49分，救护车从绵阳市中心医院
出发赶往华西医院。16时03分，救护
车到达华西医院。

在送往成都华西医院途中，成绵
高速交警、成都市区交警开辟了绿色
通道，而广大爱心车主在交通广播的
指引下，也纷纷让行，紧急送医车辆仅
仅用了12分钟，便从成绵高速成都收
费站到达了成都华西医院，目前，医院
正在全力救治中。

“沿途驾驶员令人感动”

13日，绵阳公安交警官方微博发
布了一封感谢信：2019年3月12日10
时左右，绵阳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民
警代锦春突发脑梗病倒在工作岗位
上，在紧急抢救以及转往华西医院过
程中，广大医务人员倾其全力抢救、一
路精心护理，沿线各地交警开通生命
绿色通道，沿途广大驾驶员紧急避让
救护车辆，为代锦春抢救争取了宝贵
的时间，令人感动和敬佩。在此，绵阳
公安交警以及患病民警家属，对你们
的帮助和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目前，
民警代锦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抢救
治疗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13
日是代锦春51岁的生日，从警已经32
年，一直都在交警工作的一线，现在绵
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案侦
中队，主要从事行政案件办理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065
期开奖结果：432，直选：2480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9021注，每
注奖金173元。（12367216.47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65
期开奖结果：43262，一等奖53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17578712.22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28期全
国销售265043546元。开奖号
码：06 22 28 29 33 02+07，二
等奖59注，单注奖金1146099元，
追加20注，单注奖金916879元。三
等奖156注，单注奖金10000元。
7126442763.63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
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
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
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
公告)(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
年5月13日)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19028期全国开奖结果：05
10 23 09 18 01 26，特别号
码：3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9065期开奖结
果：032。(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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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生日前一天突发脑梗
成绵交警接力营救，过往司机

为生命让道

大家攀比礼金大家攀比礼金？？
带头只给五十
酒席请表演队酒席请表演队？？
我来给你主持！

“说实话，要说完
全改变，是做不到
的。”泸州市泸县玄滩
镇涂场村党总支书记
赵纯良说。涂场村过
去两年推行的村规民
约，禁止酒席大操大
办，虽然成效显著，但
他并没有要“改变到
底”。他认为，一些传
统的人情往来，是农
村社会关系的基础。

数据显示，两年
来，涂场村的红白事
办理费减少了 70%
以上。村民们都说好，
“省钱，省事。”赵纯
良也说，在推行禁止
大操大办这项村规
时，阻力比预想的小
很多。但，刹住这股
村民已经厌倦了的
歪风，赵纯良还是颇
费心思。

一场实践/
制定村规，规
定赶礼金额、
范围、时间等

村主任邓强告诉记者，赵纯良在村里
当了10多年村干部，口碑好，村民也比较
信任他。“他是个急性子，但这些年确实在
村里做了很多事。”邓强说，村规民约的成
功推行，跟赵纯良的“个人魅力”分不开。
他在村里被人尊重，说话有力，做事也公
道，大家就“服他”。

村里办酒席，要请表演团队，赵纯良
主动提出，表演团队可以省了，“我来给你
主持。”人家还嗫嚅着不知如何回他，他

“怪脾气”就上来了，硬要当主持。
就这样，过去两年，赵纯良主持了五

六十场婚礼、葬礼，他说虽然自己不是专

业的，但还是上得了台面。村里以前常驻
的表演队，就这样被赵纯良挤走了。

赵纯良把葬礼搞成追悼会的形式，
把婚礼也变得简单起来。一开始怕村民
拒绝，他就从村干部、党员家庭开始自
我推销。后来渐渐地村里形成风气，有
村民主动说，“下次我们家办酒，你也要
来哟。”

赵纯良说，村规没有强制性，但能推
行，还是跟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分不开，村
委班子团结，做事得力，这些年得到了绝
大多数村民的信任，所以开展工作确实比
以前容易。

一位老支书的“移风易俗”村规实践：

人情留下，歪风刮走
一个村子/
原本酒席名目
多、花费高，还
要请表演队

一位支书/
性子急，但做
事公道，大家
“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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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涂场村，赵纯良算个文化人，学过
医，当过知青，回城后，在乡上干过10年文
化专干，后来下海经商，也在当地开过10
年诊所。2007年开始，他被村民选为涂场
村村主任，三年后改任村支书，至今已经
在第三届任上。

他性急，说话直来直往，人送外号“赵
耿直”。

在村民印象里，“赵耿直”总是说干
就干。自从镇上领了试点任务后，赵纯良
马上回村，召开村民大会。会上，100多个
村民签订了不搞大操大办的承诺书，并
当场宣誓。

72岁的胡玉书是村里的老支书，赵纯
良先找他做工作。胡玉书记得清楚，承诺

书是2017年3月7日签订的，因为马上要
满70岁生日，两个儿子已经准备好了要摆
场酒席。

但签了承诺书，胡玉书只有带头改变
旧习，回去给儿子老伴做工作。最终，这场
原计划摆个三四十桌的酒席，只摆了三
桌。赵纯良和几个村干部来参加了，还有
就是自己的家人亲人。

2017 年初，涂场村出台村规，一是限
制了办酒席范围，提倡只办“婚酒”“60岁
以上满十酒”“丧葬酒”，生日、升学、入伍、
乔迁等不办；二是控制礼金数额及办礼时
间，非亲属关系，礼金不得超过 50 元，婚
礼、60岁以上寿礼请客不得超过1天，丧葬
礼不得超过3天。

制度上——出台村规
只办三种酒，礼金有限制

方法上——给台阶下
“赵纯良赶礼”成当地歇后语

礼金50元，怎么拿得出手？村民钟发
珺说，之前赶礼最少也是100元。

赵纯良带头赶礼 50 元，上礼单的时
候，自己扯着嗓子喊，“赵纯良赶礼——50
元。”其他村干部，党员跟着一样赶礼。

时间一久，“赵纯良赶礼——”在村里
成了一句歇后语，大家用“赵纯良赶礼”代
替“50元”。

如今，涂场村赶礼50元的村规，已经
成为村民共识。礼金降下来，酒席规模也
降了下来，一位刘姓村民告诉记者，“大家
统一50元，没有攀比，也没有闲话。”

赵纯良说，50元的礼钱是精心计算出
来的，办酒席的人家，如果按照村规置办，
是不会亏钱的。

赵纯良有些意外，村规推行以来，阻
力比预想的要小得多。虽然少许村民表示

还是想“办得体面一点”，但在村上做了工
作后，基本上没人违反。

村民邱宗伟的小女儿满10岁时，计划
摆个二三十桌，赵纯良跟邱宗伟讲“节约
办，简单办”，他一开始觉得人家都大办
了，自己办“寒碜”了，在村里没面子。

他说，本来也觉得办大了费事，也费钱，
但有时候“抹不下这个脸”。但赵纯良跟他保
证，以后大家都这样办，就谁也不会说什么。

最终，邱宗伟只摆了七桌，请了家人
和亲戚。他现在觉得，村规就是一个“台
阶”，大家就势从攀比的台面上走下来，因
为有个村规，大家也就不会说三道四。

“你看，本来想好好请大家喝个酒的，
现在这村规……”赵纯良告诉记者，这句
话成为村民有时候推脱的说辞，面子上都
挂得住。

行动上——亲力亲为
亲自上阵主持，“挤走”表演队

村民大会上，村民签订不大操大办酒席的承诺书（图右为赵纯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