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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丧三年紧，一婚穷十年：农村陋习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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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20日，世界十大烈酒产区之一、世界酱香白酒产业基地———遵义十大名酒
神州行活动将亮相呼和浩特。

遵义市政府市长亲自带队，率贵州茅台酒厂、贵州习酒、董酒、汉酱、国台、珍酒、酒
中酒、糊涂酒业、金酱、云峰酒业和钓鱼台国宾酒业在内的遵义十大名酒将走进呼和浩
特万达广场西区中庭，与呼和浩特人民来一场不见不散的醉美之会。

1月19~20日，呼和浩特万达广场西区中庭，遵义十大名酒送福利！

现场十大名酒免费送！还有机会平价购买飞天茅台，欢迎您积极参与！

不蘸小料涮羊肉———从包头走向世界的小肥羊
几百年前，忽必烈偶然“发明”了涮羊肉，冥冥之中就注定了羊肉与火锅的缘分。1999

年同样是在大草原上，火锅品牌———小肥羊在包头乌兰道开启了第一家店。此后这里成
为了包头市的标志性建筑，也成了当地人招待中外游客的美食聚集地。

2019年1月，小肥羊位于包头的总店全面升级，重新开业。卷起全球火锅风潮之余，小
肥羊又回归起点，用坚持与创新，向大家诠释这家民族品牌想要“让中国美味沸腾全球”
的初心一直未变。

如今的小肥羊早已不是当年初出茅庐的草原小羊，而是背靠百胜中国雄厚资源，身
负民族品牌宏图大志，立志入驻全球知名品牌阵营的中餐全球化先锋代表。

2018年小肥羊加速扩张，单月最高开出30 家店。截至目前，小肥羊的足迹遍布全球包
括东京、纽约、新加坡在内的120多个城市。

未来，在海外市场，小肥羊还将跟随“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发展路径，陆续在柬埔
寨、新加坡、缅甸开出更多新店。我们期待这头来自内蒙大草原的小羊坚守民族品牌的使
命，以弘扬中国美食文化为己任，专注续写“一锅汤”、“一盘肉”的故事，为小肥羊品牌从
民族走向世界创造新的传奇故事，为中餐国际化之路贡献百胜中国智慧。 文/小 韩

“一丧三年紧，一婚穷
十年”，在一些农村地区，婚
丧嫁娶大操大办令许多家
庭不堪重负。河北省邯郸
市在6个县区先行试点培
树婚丧嫁娶新风，自2017
年12月份开展以来成效初
显，其得与失给各地开展
移风易俗工作提供了很好
的借鉴。

人人痛恨，却又被裹挟

着

“把老人安稳送走、看
孩子顺利结婚”是很多农户
穷其一生的追求，然而，一
些地方的婚丧陋习，却让不
少农村家庭陷入困局。

在邯郸市的一些农村，
村里的男青年结婚，彩礼钱
得20万元左右，有的甚至更
多。除了彩礼之外，其他开
支名目众多，例如“三金”、
见面费、赶集费、媒人费等，
合计约5万~13万。以广平县
南韩村乡南张村为例，办一

桩婚事的花费在50万元左
右，是10年前的7倍。

“过去在我们村，没有
十几万的彩礼，结婚根本
不可能。”2018年七夕节完
婚的广平县韩村村民闫靖
涛说。相互攀比使金钱在
婚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甚至出现几家男方为争抢
女方轮番哄抬彩礼的现
象。

丧事大操大办也一度
成风。烧纸房子、请歌舞、燃
放烟花爆竹……不管生前
孝不孝，死后风光走一程。
一些村庄的农户互相攀比，
谁家有人去世了，如果没请
个戏班唱几天，就会被人戳
脊梁骨说不孝。

重负之下，苦不堪言。
婚丧嫁娶支出已经成为农
民沉重的负担，人人反对、
人人痛恨，却又被裹挟着，
只能照办。很多人一辈子的
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了婚丧
嫁娶上。

自治组织引导群众

制度纪律管好干部

为了遏止陋习旧俗，
2017年12月，邯郸市出台了
专门的实施方案，推出移风
易俗工作举措，选取6个工作
基础较好的县(区)作为试点
先行先试，向婚丧陋习宣战。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都
不情愿，只为面子。为此，试
点县开展起声势浩大的宣
传活动，充分运用电视台、
报纸、微信矩阵、大喇叭、展
板、文化墙等群众身边的教
育阵地，开展高频次、多渠
道的宣传动员。

2018年七夕节，广平县
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
体婚礼，仪式特别设了抵制
高价彩礼巡回演讲环节，演
讲团成员的演讲不时引发
村民热烈掌声。新郎闫靖涛
说，他和妻子是“裸婚”，要
在过去，女方不要彩礼，会承
受很大压力。如今，氛围好
了，不要彩礼反而觉得“有面

子”。
试点县区全面规范完善

了农村红白理事会，理事会
将杜绝天价彩礼、婚丧事大
操大办作为重点内容纳入村
规民约，将标准细化到婚丧
喜庆事宜的具体办事流程、
办事标准和违反处罚措施。

如果是党员干部，要特别
签订《党员干部移风易俗公开
承诺书》。“办事宴席不能超过
几桌，抽的烟不能高于多少
钱，都有明确规定。”肥乡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田宝平说。

一面除陋习，一面倡新
风。广平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李慧芳说：“在全县7个乡
镇中，我们计划每个乡镇选
1~2个特色村建设集体婚礼
场所，目前已经完成了7个。
在兰村建设的爱情广场，涵
盖了爱情长廊、爱情园等，
深受群众喜爱。”

成效初显，但任重道远

邯郸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文明办主任李彦力介
绍，移风易俗活动开展以
来，试点县(区)以奢靡浪费
为耻、以节俭文明为荣的
舆论氛围初步形成。据统
计，乡村红白事办理费用
场均减少2万元左右，降幅
约为50%。效果最显著的魏
县东代固乡，白事办理费
用由3万多元降到3000多
元，大大减轻了农民群众
负担。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
果，但半月谈记者调研发
现，婚丧嫁娶恶习产生有着
深厚的土壤，即便是试点
县，推进情况也是参差不
齐，移风易俗须久久为功，
持续发力。

首先，仍有干部思想认
识不到位，必须进一步压实
党委、政府的工作责任。

李彦力坦言：“部分干
部认为移风易俗管的是群
众个人私事，人情往来、愿
打愿挨，党委、政府强行干
涉是‘手伸得太长了’，导致

工作中说困难多、想办法
少。”

其次，必须进一步完善
工作机制。一些干部群众建
议，应由红白理事会牵头，
民政、宗教等部门参与，形
成婚丧嫁娶必找理事会的
俗规，综合当地实际收入等
情况划定费用底线。

纪检部门要严格监督
党政干部和公职人员，对违
反规定的要给予诫勉约谈；
明确移风易俗先进家庭可享
受的民政、医疗、保障等方面
的优惠政策。同时，还要发挥
基层妇联、共青团的作用，积
极组织各种相亲活动。

再次，扭转旧观念仍需
在宣传上“加马力”。天价彩
礼，大操大办，很多农户不
愿为之，但为了“脸面”不得
不为之。唯有通过大力宣传，
大张旗鼓地表扬零彩礼典
型、推广集体婚礼、严厉打击
婚丧嫁娶反面典型，才能改
变群众的“面子观”。

（据《半月谈》）

2018年11月，国内十几
家高端酒店连续曝出卫生
乱象。近日上海相关部门对
涉事酒店分别处以警告、罚
款2000元的处罚，引发网友
热议：被罚金额甚至抵不上
有的酒店单间一晚房价。业
界呼吁，“亮剑”酒店乱象还
需“剑更锋利”。

网友直言：“2000后是

不是少了一个万字”

2018年11月，一则名为
《杯子的秘密》的网络视频曝
光北京、上海、福州、贵阳、南
昌等城市的十几家高端酒
店存在服务员使用脏毛巾

擦杯具与餐具等问题。日前，
上海市有关区卫生健康部
门对7家涉事酒店予以警告、
罚款2000元的处罚。此前，同
样被曝出卫生问题的江西
南昌喜来登酒店亦被处以
警告及2000元罚款。众多消
费者对如此轻微的处罚难
以接受：“这罚款还不够住一
晚酒店的钱”“2000后是不是
少了一个万字？”“这样不痛
不痒的处罚，有什么意义？”

网络预订平台10日10
时显示，7家涉事酒店每晚单
间实时最低房价自1100多
元至4400多元不等；最高则
自4000元至上万元。对黄浦
区的一家酒店处罚公示显

示，处罚事由为未按照规定
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
消毒、保洁，或者重复使用一
次性用品用具；处罚依据为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的第三十六条第二
项；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为
警告、罚款人民币2000元。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2011年起施行。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吴海分析，行政处
罚的原则包括法定原则和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上
海市有关区卫生行政部门
的处罚体现了这两个原则。
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如果这
些酒店在接受处罚后逾期

不改正，可以处以2千元以
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停业
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

没有可以直接引用的

法律条款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认为，目前国内很多涉
及旅游住宿服务的标准和
质量判定，尚没有旅游发达
国家那样可以直接引用的
法律条款。从酒店退房时间
到客房卫生保洁的标准判
定，主要还是依靠行业惯例、
行业标准和企业内部检查。
旅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也
只是做了原则性规定。

法律人士分析，“警告、
罚款2000元”或是目前大部
分有卫生问题酒店面临的
处罚结果，不过其营业收入
的九牛一毛。

上海旅游部门有关专家
指出，从更深层次看，酒店工

作服务人员收入较低，且近
年外包人员占比日益提升。
部分酒店缺乏对这些服务人
员的有效奖惩激励标准，甚
至一味压缩成本、增加岗位
任务量，形成了恶性循环。

“亮剑”酒店乱象还需

“剑更锋利”

对于酒店卫生乱象，当
前，我国卫生、旅游、市场监
管等主管部门主要在法律
授权的范围内行使公开约
谈、谴责、指导整改等行政权
力。多位专家认为，向酒店乱
象“亮剑”还需“剑更锋利”：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市场监
管体系，尤其是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对于存在卫生乱象
的酒店予以重罚，依法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岳成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岳■山表示，虽然《公共场
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规定，公共场所卫生问题情

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停
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
证，但是，上述规定还应进一
步细化、提高操作性。他说：

“应该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
含义，让管理机构严惩问题
酒店有理有据。同时，对引起
消费者焦虑、恐慌的案例提
高处罚标准。”

对于检查出来的问题
和相应的处罚措施，他建议，
相关部门要及时公示和通
报，并将重要信息体现在问题
酒店的预订平台等消费者容
易查询的平台上，保障消费者
明明白白消费。同时倒逼问题
酒店警醒并尽快改正。

黄铁民建议，未来星级
酒店标准完善的方向，应将
卫生安全不合格等作为其评
星的“一票否决”事项。同时，
在酒店房间清洁流程、员工
单日最高工作量、基层员工
待遇等方面增加可操作、人
性化的设置，促进行业健康
发展。 （据新华社报道）

一次罚款竟不抵一晚房价，豪华酒店卫生乱象如何标本兼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