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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俗改革给不良风气踩刹车
新华社北京 12月 6日电（记者许晋豫 吴剑锋）民政部近

日要求，全面推进婚俗改革，倡导简约适当的婚俗礼仪，进
一步给不良风气“踩刹车”。群众对此拍手称赞的同时，基
层干部、专家认为，推进社会风气好转，不仅要靠软性教
育、更要有刚性约束，“软硬兼施”推动婚俗改革，促进乡风
文明。

互相攀比互相攀比 喜事变喜事变““赛事赛事””

天价彩礼、互相攀比、大操大办导致喜事变“赛事”，很多群
众对此深恶痛绝，但受人情社会、经济利益等因素影响，大多数
人选择随大流，有苦也难言。

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刘沟门村的马文财 2016 年给大儿子成婚
时，女方“一口价”要20万元的彩礼，加上金银首饰、办婚礼共
花去30多万元，而2012年当地彩礼也就六七万元。彭阳县是贫困
县，马文财作为养牛大户都难以应付，而普通家庭“一婚倒退20
年”毫不夸张。

宁夏高价彩礼并非个例，山西部分农村的彩礼达到“图吉
利”的 18.8 万元，河北等地还有“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 5
元，一千张 100 元和若干张 50 元） 的说法。对此，马文财见怪
不怪，他说，天价彩礼都是互相攀比造成的，攀比一旦形成风
气，大家很难从中抽身。谁要的彩礼少了，反而会被别人议
论。

除了比彩礼，不少地方结婚还要比排场。福建部分地区习
惯在喜事前后分别开设“破柴头”和“破柴尾”宴席。当这一
习俗遇上“重人情、好面子”的闽南人时，铺张浪费便时有发
生，“你开30桌，我为面子肯定要开50桌。”当地一位社区居委
会主任表示，攀比之下，一些经济能力较差的家庭只能硬着头
皮上。

在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塔头刘村党支部书记刘永进看来，喜
事变“赛事”背后，是不断被破坏的乡风文明。“有的村民底子
薄，为了顾面子借钱操办，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他说，除了经济
负担外，大操大办造成酒风盛行，由此带来的口角矛盾、打架斗
殴甚至酒驾等同样让人头疼。

多地出招遏制不良风气多地出招遏制不良风气

天价彩礼、大操大办不仅劳民伤财，还带坏社会风气。对
此，宁夏、福建等地通过干部带头、成立红白理事会等给不良风
气“踩刹车”。而民政部提出的婚俗改革则让地方的相关举措有了
依据，让基层干部群众有了“主心骨”。

宁夏今年实现了红白理事会行政村全覆盖，由村干部、乡贤
等构成的红白理事会通过订立村规民约、上门劝说等方式引导村
民抵制天价彩礼、大操大办。“彩礼过高，贫困群众别说投资发展
产业，光是还债都还不起。”宁夏吴忠市同心县赵家树村第一书记
史国鹏说，在红白理事会引导下，现在村里红事彩礼上涨势头得
到遏制，降到了十万元左右。

而在福建泉州市泉港区，红白喜事公用房正成为“宠儿”。村
民只需提前3天向村红白理事会申报备案，即可无偿使用本村的
红白喜事公用房，水、电等费用由村集体支付。同时，红白喜事
公用房规定，“只设1个正餐，正餐不超过12个菜，菜品以家常菜
为主，禁止上野味。”在泉港区东张村村民陈明源看来，这样既避
免了浪费，也减轻了许多家庭的经济压力。

除了引导，部分地区还通过惩罚措施遏制大操大办。塔头刘
村去年底将“喜事酒桌上限”制定成了村规民约，“酒席不能超过
30桌，超过者罚款5万元”，尽管30桌的标准比原先“标准”减少
了一半，但碍于高额罚款，今年以来，只有一户人家“越了线”，
罚款也被用于村里的教育事业。刘永进表示，设定酒桌上限给了
大家一个共同的台阶，得到了广泛支持。

此外，抵制天价彩礼、大操大办，党员干部也发挥着带头作
用，宁夏不少县区出台规定，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如彭阳县
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彩礼不超过6万元，迎娶汽车不超过6辆，宴
席控制在10桌以内，礼金不高于50元。

虽然各地都有遏制不良风气的探索，但都是“各想各办法”，
民政部要求推进婚俗改革，则让基层对不良婚俗说“不”的底气
更足。彭阳县委常委、城阳乡党委书记刘旭说，“以前政府没措
施、没标准，大家互相攀比办婚事，有些人想反对没理没据，而
婚俗改革则进一步明确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软硬兼施软硬兼施””让改革更好落地让改革更好落地

婚俗是乡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婚俗改革并非一朝一夕之
功，需将婚俗改革融入乡风文明建设当中，并通过适当的刚性约
束，“软硬兼施”，让改革更好落地。

福建省婚庆行业协会秘书长黄斌认为，政府应与相关社会组
织进行合作，以文艺汇演等形式，将新风尚送到乡下去，改变老
一代人的观念。针对年轻人，引导一些婚庆公司在婚礼策划时告
知新人，什么样的婚礼是好而美的婚礼。黄斌说，可以将婚礼作
为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把中华传统家风家训融入婚礼，以此影
响千家万户。

遏制婚俗不良之风目前主要靠软性教育引导，一些地区村规
民约约束力有限，不少基层干部反映“有时磨破嘴皮子就是不顶
用”。基层干部认为，推动婚俗改革需适当出台一些刚性约束措
施，切实把婚俗改革落到实处。

“未来，我们探索将享受政策与遵守村规民约相挂钩，拥
护婚俗改革的有奖励，有不良婚俗行为的要惩罚，对于贫困
户要在产业扶持、低保等方面给予限制，对于条件较好的村
民，则将其纳入金融机构征信记录，并在道德榜上‘亮黄
牌’。”刘旭说。

豪豪家人提供的照片豪豪家人提供的照片。。

过去几天，浙江温州乐清11岁
男孩豪豪（化名）放学路上走失的消
息频频引爆朋友圈，男孩的安危也
一直牵动着广大网友的心。12月4
日下午，孩子家属开出“50万重金寻
人”的悬赏。然而就在大家为孩子
安危提心吊胆时，事件却迎来惊人
反转。据乐清市公安局12月5日通
报，豪豪已于4日晚平安找回，此次

“失联”事件系其母亲陈某为测试在
外经商的丈夫对自己和儿子是否重
视，蓄意策划制造。因涉嫌编造故
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目前陈某已被
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乐清全城行动乐清全城行动 寻找寻找1111岁男童岁男童
寻找11岁男孩豪豪是过去几天

浙江乐清朋友圈里最重要的事情之
一。家长、老师、同学、亲戚朋友，再
加上警方、志愿者、热心市民等，自
豪豪11月30日傍晚走失后，每天都
有上百人在乐清各地接力寻找。

孩子父亲黄先生在接受当地媒
体采访时称，已经小学五年级的豪
豪性格开朗，走失前并无异常，“我
儿子学习成绩不好不差，他心态很
好，性格属于那种没心没肺没烦恼
型的，整天嘻嘻哈哈，学习不特别上
心，也不会为成绩烦恼担忧。”

据他介绍，11 月 30 日上午，豪
豪在被母亲陈女士数落几句后，像
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下午5
点20分许，豪豪放学，而原本应该去
接他的母亲则迟到了近20分钟，母
子俩因此错开。后经查询沿路监控
确认，豪豪自行乘坐了回家方向的
公交车。黄先生说，以前遇到自己
和妻子工作忙没空的情况，豪豪也
曾一个人乘公交车上下学。没想
到，这一次孩子却在回家路上失去
了踪迹。沿路监控显示，豪豪最后
一次出现的位置，距离到家仅几百
米。

此后，心急如焚的家长一边报
警，一边求助民间公益组织，一时
间，寻找11岁男童豪豪的消息传遍
乐清。

重金寻子背后重金寻子背后 家属家属““虚假报警虚假报警””
12 月 4 日下午，豪豪父亲为尽

快找回孩子，先后开出 20 万元、50
万元的悬赏金额。很快，“温州乐清
一对父母50万重金寻子”的消息被
大量转发。

然而5日凌晨的一则警方通报
却让这个故事反转了。据乐清市公
安局通报，经各方努力和警方工作，
乐清失踪男孩豪豪于12月4日22时

48分找到，警方确认其人身安全和
基本健康，并对社会各界的重视、关
心、支持和无私奉献表示崇高敬意。

通报中提到，11月30日19时13
分，乐清市公安局接市民陈女士报
警求助称：儿子豪豪于11月30日下
午在城东街道某小学放学回家途中
失联。接报后，温州、乐清两级党委
政府和公安机关高度重视，立即启
动重大警情处置机制，以最高等级
组成联合调查组，投入大量警力，调
用一切资源，全方位开展查找工
作。其间，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纷
纷出人出力，积极投入查找工作。
经初步查明，此次“失联”事件是该
男孩的某家属故意制造的虚假警
情。事件原因、具体情况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公安机关将根据查明的
事实依法作出处理，并及时公布进
展情况。

为试探真心为试探真心 母亲假造母亲假造““失踪失踪””
12 月 5 日下午，乐清市公安局

再次就此次事件更新调查进展：“经
温州、乐清两级公安机关查明，男孩
母亲陈某（33 岁，城东街道云岭村
人）因与在外经商的丈夫存在感情
纠纷，为测试其丈夫对其及其儿子
是否关心、重视，蓄意策划制造了该
起虚假警情。12 月 5 日，陈某因涉
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已被乐
清市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警方通报称，根据调查，11月30
日18时许，陈某与放学回家途中的
儿子豪豪取得联系，并在虹桥镇沙
河路附近碰面。见面后，陈某嘱咐
豪豪按其安排呆在事先准备好的四
轮电瓶车内，不要下车回家，并把车
钥匙和事先准备好的食物交给豪
豪。在安排好儿子后，陈某于当晚7
点13分，到虹桥派出所虚假报警求
助。警方接报后，调集了大量警力，
开展查找工作。而陈某也通过微信
朋友圈等网络媒体发布求助信息，
引发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网络转发及
查找。其间，陈某将藏匿豪豪的四
轮电瓶车转移停放地点，并将豪豪
送至城东街道云岭村，直至豪豪被
警方找回。鉴于陈某蓄意藏匿其儿
子黄某，并到公安机关虚假报警，
且在各方查找期间，继续假装配合
搜寻，其行为已严重透支了社会诚
信和良知，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
源，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已涉嫌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公安机
关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被欺骗志愿者被欺骗志愿者：：成百上千人参成百上千人参

与寻找与寻找
警方通报发布后，不少网友对

孩子母亲陈某的行为提出质疑：
“如此浪费警力、浪费爱心，以后
真遇到有孩子走失没人愿意帮忙了
怎么办？”还有人提出疑问，将近5
天的时间，那么多人一起在找，就
没发现一点点异常吗？

铺天盖地的质疑声中，豪豪一
家被曝连夜搬离了此前居住地，其
姑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
一家也很疲惫，“我们也是受害
者。”而豪豪父亲的手机则始终处
于关机状态，再也没有露面。

相比家属的“躲避”，乐清公
益寻人组织负责人郑佰洪的立场则
显得更加两难。一方面，他是不少
网传寻人启事中联系方式的所有
人，另一方面他也是被欺骗的爱心
人士中一员。郑佰洪告诉记者，豪
豪失踪后不久，就有志愿者看到了
家属发布的寻人启事，经与家属核
实后，他在微信群里转发了这一消
息。此后，成百上千的志愿者加入
到寻找豪豪的队伍里，“就他们老
家所在的那个村，可能就去过几百
个志愿者，小区、公园、网吧、河
边、山上……能想到的地方我们都
找了，感觉整个乐清都参与了进
来。”郑佰洪说，得知此次寻人系
家属故意制造的虚假警情后，他一
直不敢关机，“担心很多网友要打
来电话骂，但消息确实是我们发
的，要骂也是应该的。”

他告诉记者，几天紧张的寻人
过程中，自己虽然没有与孩子父母
见面，但一直在通过网络保持联系，

“亲人也都在着急找，我们怎么可能
意识到这事是假的呢？”对于孩子久
久没有消息，郑佰洪最大的担心是：
孩子会不会落水了？“在我们多年的
寻人经验中，这么长时间找不到，要
么是被人带走了，要么是溺亡没有
浮起来。恰好事发路段周边有河流，
当时就特别担心孩子出了意外，谁
也不会往家长说谎这方面想。”

母亲或被追刑责母亲或被追刑责 当地检方提前当地检方提前
介入介入

5 日傍晚，乐清市检察院发布
通报称，提前介入“失联男孩”母
亲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乐清
市检察院已指派侦监部检察官赴市
公安局提前介入该案，引导侦查取
证。

此前多起报假警事件多以治安
拘留作为处罚手段，豪豪母亲此次
故意制造虚假警情为何会被追究刑
事责任？对此，北京京师律师事务
所许浩律师解释说，根据我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民恶
意报假警的行为涉嫌妨害公安机关
正常的工作秩序，依法应给予治安
行政处罚。“但除此之外，《刑法修
正案（九）》也对‘编造虚假的险
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
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的行为进
行了规定。其中，警情一项就包
括，虚构违法犯罪行为发生，致使
公安部门需要出警的情况。”据许浩
律师介绍，根据《刑法修正案（九）》
的相关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
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
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
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
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将被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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