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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价彩礼说“不”是一场“全民战争”
□时报评论员 张扬
据《海东时报》报道，循化撒拉族自
治县近日发布了《关于推动移风易俗树
立文明新风的指导意见》，就婚庆事宜
提出具体要求:穆斯林地区彩礼不超过
12 万元，藏族地区彩礼不超过 3 万元，
汉族地区彩礼不超过 8 万元。高价彩礼
高得离谱，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要
想把彩礼以及婚庆高消费降下来，看来
还需要一场全民参与的
“人民战争”。
之前《海东时报》还做过一个婚庆
消费的调查，发现除了高价彩礼，如今
婚姻大事中的每个消费环节都“高高在
上”。首先是谈恋爱，免不了吃吃喝喝、
娱乐一番，如今两个人在青海吃一顿
“要面子”的中餐，没有一两百下不来，
有时吃个串串都要两三百，看一场电影
也要上百，出于热恋中的小青年，每个
月的工资根本不够谈恋爱的开销。
到了谈婚论嫁阶段就更“惨”了，房
子、车子都是必备品，房子要在大城市
置办，农村的要在县城买，县城的要在
省城买，省城的还要挑地段、选“学区

房”。在县城一套 100 平方米的房子要
五六十万元，在省城一套都在上百万。
车子也不能太次的，农村的标准是 10 万
元以上的，城市的标准得 20 万上下。准
新郎、新娘自然无力支付，只能靠父母
一辈子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
有了房子、
车子，
离步入婚姻的殿堂
还差十万八千里，
“三金四银”
、
家具家电、
新婚礼服样样都不能少。一桌婚宴不算
烟酒两三千，
酒也不能差，
不喝茅台、
五粮
液，至少也要两三百一瓶的。婚车不请
20 辆豪车都会被笑话，
婚纱照也很离谱，
几万元的套餐都是
“小儿科”
……
“循化县撒拉族结婚的彩礼 20 万起
步，
还要给新娘送80克的黄金首饰，
再加
上定茶钱、化妆品钱、
‘打发拉’钱、开箱
钱、
手机钱等附加费用，
娶老婆最少要花
费40万元。
”循化中学教师马玉兰说的还
算比较保守，
她说的40 万仅仅是
“干礼”
，
加上车房等
“硬件”
，
何止百万元！
如此看来，现在的婚姻大事确实成
了“甜蜜的负担”
。
因此，老百姓的婚姻大事已经引起

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此次循化县就把反
对高价彩礼、
婚丧喜庆大操大办等陋习作
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并对收
取彩礼制定了
“指导价”
，
同时还对宴席的
费用定出了1000元（含烟酒）的标准。
这一举措自然受到广大老百姓的欢
迎，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到，
很多费用
并非取决于婚姻大事的当事人，先不说
房子、车子这些大件，比如婚宴，别说含
烟酒，酒店里就找不到一桌 1000 元以下
的菜，
婚纱照根本就没有几百块的标准，
就连婚礼主持人，没有几百块根本请不
到……因此，
要想降低结婚的费用，
还需
要全民参与以及整个社会的“协调”，操
办者首先应该从勤俭节约出发，减少不
必要的开支，
“围观者”也不要嘲笑其寒
酸，
商家们也应推出
“良心套餐”
，
最终形
成一个统一的观念，这样在政府的引导
下才能真正刹住大操大办的歪风。

的哥开车玩手机

市民可打电话举报
□时报实习记者 邓婷
近日，有海东市民反映，很多出租车司
机在营运过程中，不顾乘客的安全，边开车
边玩游戏、打电话、聊视频等。
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随机采访
了一些市民了解到，出租车司机在营运过
程中玩手机的情况还真不少，离单位比较
远，经常坐出租车的市民李女士说：
“ 路况
比较好的情况下，接家里的紧急电话还可
以理解，如果只是为了闲聊打发时间，我是
很反感的。
”
“出租车司机在营运过程中玩手机，就
不能集中精力开车，紧急情况下很难快速
做出反应，这样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我觉
得这种行为是对乘客的不负责任，相关管
理单位应该严惩这种行为。”市民周先生气
愤地说。
随后，记者来到海东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平乐出租车分公司，该公司经
理王玉斌说：
“公交公司也经常对公司下属
的出租车司机进行宣传教育，要求出租车
司机按规定履行职责、文明服务，同时在与
出租车司机签订合同时，合同的第三条的
第 20 条有规定，乙方在营运过程中必须严
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法律和操作规章，集
中精力、谨慎驾驶；严禁营运中进行接打手
机、吸烟等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如乘客在
乘车途中遇到出租车司机有打电话、看视
频 等 不 文 明 的 行 为 ，可 以 拨 打 投 诉 电 话
0972-8617196 对司机进行投诉，该出租车
司机将承担 50 元至 200 元不等的罚款。”
据平安区交警大队民警胡成月介绍，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
条的第三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
接听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
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规定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 20 元
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并扣机动车驾驶人 2
分的处罚；所以要提醒广大的出租车司机
朋友，文明行车，
安全驾驶。”
胡成月说。

近日，民和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黄群等 4
名同志心系群众、创新奉献的先进事迹后，将“主题党日”与“共驻共建”结合
起来，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小分队，进入社区对困难群众进行帮扶慰问。
时报记者 李玉娇 通讯员 马耀仁 摄

“讲习所”
里传出

文明新风
时报讯（记者 金显花 通讯员 白林娟）民
和县新时代农民（居民）讲习所创建工作开
展以来，全县各乡镇、村（社区）讲习所，积极
开展常态宣讲活动，使广大农（居）民接受家
风家教、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
升文化素养、道德素养，为群众脱贫致富奔
小康、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打下了坚实的
思想和素质基础。
正当民和县讲习活动如火如荼开展之
际，11 月 7 日，川口镇海鸿社区和红卫村的党
员和群众们也在自己的讲习所，聆听了由县
委宣传部副部长钟黎平带队的民和县新时
代农民（居民）讲习所讲习成员的宣讲，使勤
俭节约、文明嫁娶、敬老爱老、保护环境、遵
纪守法等文明之风徐徐吹进了百姓心田。
当天的宣讲中，除了移风易俗、尊老爱老、文
化传承方面的宣讲，还通过对“扫黑除恶”、
文明上网等方面的宣讲，提高了大家的法律
意识和法制观念。
民和县川口镇红卫村党支部书记谢成
录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发挥村里党员的引领
作用，把“讲习所”中学习到的政策和知识学
习好、宣传好，提高群众的精神素养，努力创
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美丽的新农村。海鸿
社区业主朱女士表示，近年来，社区环境大
大改观，居民之间和谐程度不断提高，作为
社区居民，内心很高兴，希望通过这样的讲
习活动，
使社区里的正能量不断形成。
据了解，自讲习工作开展以来，民和县
抽调党校、组织、宣传、政法、统战、扶贫、农
牧等各部门业务骨干组成政策理论讲习员
队伍、法律法规讲习员队伍、党建讲习员队
伍、科普技能讲习员队伍、文明道德讲习员
队伍、精准扶贫讲习员队伍、民族政策讲习
员队伍 7 支队伍，分别从各队伍抽出 1 人组
成 7 支宣讲组到各试点村（社区）开展宣讲。
截至目前，共完成 30 个试点村（社区）的新时
代讲习所挂牌及开班宣讲工作，共计 2000 余
人聆听了宣讲。

法院解决 18 名干警职级待遇
时报讯（记者 张海霞 通讯员 葛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警，先后把 4 名
恒美）近日，记者从海东市中级人民
年轻干警提拔到了中层领导岗位，在
法院了解到，两年来已妥善解决了 18
干警队伍营造了良好的用人导向，促
名干警职级待遇，极大地激发了广大
进了全院风清气正的氛围，极大地激
干警担当作为、干事热情和办案速效
发了广大干警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
的积极性。
热情和争先创优的积极性，涌现出
自 2016 年 10 月以来，海东中院 “全国法院信息化建设个人”冶黎娜
把解决干警职级待遇问题列为党组
同志等一批受国家及省、市表彰的先
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主要人力资源
进个人和集体。两年来，全市法院受
分配审判执行一线上，面对司法行政
理 的 25843 件 各 类 案 件 ，审 执 结
人员编制少，工作繁杂琐碎、任务日
23897 件，结案率上升 0.9 个百分点，
趋繁重、待遇偏低的现状，该院领导
审限内结案率达到 97.37%；发重、改
多次向市委领导汇报干警职级待遇
判案件下降，长期未结案大幅减少，
落实工作,最大程度地得到了市委、 85 件重大涉诉信访案件成功化解，审
组织部、政法委等部门的关心和支
判质效大幅提升，主要审执指标居全
持,在不懈努力下，为该院争取到 19
省前列。今年 8 月，海东中院还被最
个上述正处级和科级干部职数。
高法院授予全国法院司法宣传先进
同时，该院以“德、能、勤、绩、廉” 单位。10 月份，市政府领导对海东中
为标准,通过民主推荐,组织考察,18
院发布的行政审判白皮书作出的批
名德才兼备的优秀干警脱颖而出。 示中，对全市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给予
特别是为进一步优化队伍结构，注重
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一男子胆真大

竟驾车撞伤交警
时报讯（记者 颜金梅 通讯员 刘英福）近
日，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一男子在警察执法
的过程中不仅不听劝阻，还驾车将执法的警
察撞伤。目前，该男子已被民和县公安局刑
事拘留。
据了解，11 月 6 日 14 时许，古鄯镇交警
中队辅警李生某、代春某在辖区疏导交通，
对马学某驾驶的面包车进行检查时，遭到马
学某的推搡和辱骂，随后驾车将代春某撞
倒，
致其受伤。
案发后，总堡乡派出所民警受局领导指
派，立即组织警力展开调查，并迅速将犯罪
嫌疑人马学某抓获归案。经审讯，马学某对
自己涉嫌妨害公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学某已被刑事拘
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