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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年如一日，用心用情工作、办实事、办
好事，深受基层群众爱戴，云南省“最美退役
军人”——大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峰退
休前，在办公楼的花园里种下 2棵银杏树，祝
愿干部、职工勤奋学习，用心用情工作，在干
事创业中收获硕果。

王峰于 1979年 11月应征入伍，在部队里
取得优秀成绩，被评为“优等炮手”。1982年
12月退伍后，被分配到大关县医药公司工作，
1983年调入大关县人民检察院。1985年 7月
13日晚，他冒着生命危险扑灭油罐车烈火，保
障了国家财产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荣立
个人三等功。

家住大关县悦乐镇太坪村77岁村民赵立
培的儿子 5年前因意外死亡，儿媳改嫁后，留
下3个小孩由他和老伴照顾。2021年8月，王
峰得知他家情况后，开始资助赵立培一家。
2022年9月6日，王峰又来到他家，将500元送
到赵立培手中，老人紧紧拉着王峰的手，感动
得热泪盈眶。

李远露是大关县悦乐镇沙坪村村医。
2016年，她与同事在大关县某私立医院上班，
该医院拖欠她们工资，一直未追回。王峰了
解情况后，收集相关材料，四处奔波，最终将
她们的工资要回。2021年 11月，李远露代表
大家给王峰送来锦旗，表达感激之情。

“王峰在学习上、生活上关心帮助我们，要
求我们细心办好、办实每一起案件，对我们有
很大的启发，他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也是我们检察院一面鲜活的旗帜。”大关县
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筹备组组长兰荣说。

2022年4月，王峰被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评
为“检察之星”。42年来，他获得过最高人民
检察院荣誉勋章 2枚，被评为“云南省检察机
关先进个人”7次，被昭通市委和市人民检察
院表彰4次，被大关县委、县政府表彰12次。

8月 20日，王峰光荣退休，工作 42年，不
管在哪个岗位，他始终不忘初心，用心用情服
务好每一位群众。

“ 要 把
红白事管起来，

婚嫁不得超过 40
桌，丧葬不得超过60

桌，菜品为 13 个（荤菜
5 个，素菜 8 个含蘸水），

礼金每户不得超出100元。”
5年前的一天，巧家县包谷垴乡

包谷垴社区威宁寨村民老王，听到社区
党委书记王朝富说要把红白事管起来
时，特别激动。

“我们经历了鲁甸 6.5 级地震，然后
重建家园，红白事再铺张浪费、互相攀

比 ，
怎 么

可 能 脱
贫 致 富 ？”

老王打断了王
朝富的话。
“说得太好了！”

王朝富抑制不住内心的
激动，“大家要立下规矩，共同

遵守，还要成立红白事理事会，理事会成
员既要为乡亲们挑水做菜，还要监督好各
家遵守公约。”

自此，威宁寨的规矩就立起来了，这
份凝聚着乡贤能人智慧的“村规民约”远
近闻名，成为巧家县文明办判定大操大
办的标准，开启了巧家县“三治”农村的
新篇章。

自 治

在威宁寨村规民约的启发下，巧家县
把修订村规民约、制定婚丧事宜操办标准
的过程，作为凝聚村民共识，加强教育引
导、引起村（居）民共鸣的有效途径，构建

“大家事、大家议、大家定、大家管”的共商
共治模式，制定出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或
居民公约，逐步成为“规矩”，形成风俗。

据巧家县委宣传部分管精神文明
的副部长黄通富介绍，巧家县自 2020
年全面脱贫以来，把乡风文明作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县委宣传部、县民
政局和各乡（镇、街道）党（工）委加大
对行政村的指导力度，遵照民主程序
拟好村规民约或居民公约，经过 2 年多
的努力，192 个村（社区）实现了各村
（社区）自治有公约。

“我们就是要让遵守规定的村民办
事一帆风顺，让不明事理者宴请寸步难
行，确保村规民约执行到位。”玉屏街道
中村村居民吴祥华说，“我退休后回村加
入了红白理事会，我也要发挥余热搞好
监督。”

近年来，中村村借力干部规划家乡的
春风，鼓励退休人员、返乡大学生、退伍军
人、乡贤等有眼光、知村情、懂民俗的能人
担任各类群众性组织的负责人，组建好红
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和禁
毒禁赌会等文明新风“四会”，村子的管理

更加井井有条。
走进中村村，天是蓝的、地是绿的、

水是清的、道路是整洁的，就连房前屋后
的柴草也堆放得整整齐齐，迎面向你问
好、热情邀你到家做客的村民是淳朴和
真诚的。

德 治

移风易俗，首先是价值认同。
近年来，巧家县充分发挥政策宣传、

科普宣传、卫生宣传、文艺宣传、法治宣
传的价值引领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时代新人。

巧家县 573名驻村工作队员和村“两
委”成员主动出击，采取院坝会、家族会、
火塘会、村组微信群、乡村大喇叭等方式，
广泛开展政策（含村规民约）宣传，做到破
除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风政策家喻户
晓；县文联、县文旅局、县艺术团组织力
量，创作了反映时代新风的花灯、快板、小
品、歌舞等形式的文艺节目（剧目）10 余
个，结合“送戏下乡”深入开展文化、科技、
卫生、法治宣传，将身边事变成“戏中人”，
演绎文明新风，揭露陈规陋习，让文明可
知可感可学可做；192个村（社区）在办公
场所、村民小组活动场所等地打造文明景
观，通过墙体彩绘、铁艺雕塑、标语条幅等
载体全方位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时俱进的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以前约定俗成，谁家有事必须赶回

家帮忙，有时候一年要往返五六次，单是飞
机票都要好几千元，几个月班就白上了！
现在哪家有个事，如果不能到场发个红包
表达心意就行，真是太好了！”在浙江务工
的红山乡保坪村村民罗坤成感慨地说。

制 治

有了群众支持，还要监管到位才能
长治长效。

巧家县委宣传部将治理农村大操大
办纳入 2022 年度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考
核，纳入文明村镇创建测评，发挥“指挥
棒”的作用；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带
头严格执行党纪规定，红白事及时向所在
单位和纪检监察机关报告、村（社区）干部
向乡（镇、街道）党（工）委申报，成为“风向
标”；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常态化开展督查
检查，对于顶风操办的严查重处，让“红
事缓办、白事简办、宴请不办”逐步成为
全民共识。

“我们村每季度发布一次移风易俗
‘典型榜’，对先进典型予以表彰，对不良
现象及时曝光和批评，并按照村规民约进
行教育、规劝、惩处。”小河镇垭口村党总
支书记易正明态度坚定地说，“慢慢地，群
众接受了，也自觉了，风气环境都好了！”

今年以来，大关县以巩固省级文明
城市创建成果为契机，着力引导全民树
立文明社会新风，通过抓实机制创新、
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典型引领，不断推
进移风易俗，促进农民节支增收，助力
文明乡风培育，助推乡村振兴。

抓机制 着力凝聚工作合力

建立组织领导机制。成立县级移
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大关县引
导农民抓减支促增收实施方案》《大关
县推动移风易俗治理农村大操大办促
进农民节支增收工作方案》，细化大关
县 2022 年移风易俗促减支增收工作 9
项重点任务，明确“时间表”，画精“作战
图”。积极构建由民政部门抓总，组织、
宣传、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等部门协作，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参与的工作机制，建
立移风易俗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并每月
召开会议，形成齐抓共管、共同推进的
整体合力。

健全群众自治机制。全县 88个村
（社区）进一步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和
居民公约，把遏制贪大求洋、兴建大房、
大操大办、铺张浪费、高价彩礼、封建迷
信、厚葬薄养等移风易俗内容融入其
中，县级部门研究并制定《移风易俗节
俭操办红白事参照标准》，各村（社区）
参照标准并按照民主程序制定适合本
地实际的红白事操办标准。成立了红
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和
移风易俗劝导志愿服务队等群众性移
风易俗组织 175个，实现所有村（社区）
全覆盖。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把落实移风
易俗工作纳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检查、党建工作目标考核及各类文明创

建考评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管理和村民自治管理的制度规
范。积极构建班子成员向县纪委监委
机关报备，其他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向
所在单位党委（党组）和派出纪检组报
备，村组干部向所在乡（镇）纪委报备、
群众向本村红白理事会报备的婚丧事
宜“三级”报备体系。对群众移风易俗
情况制定评价标准并进行积分认定，
给予积分兑换、物质奖励和荣誉评选，
激励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积极参与移风
易俗、减支增收活动。目前，完成党员
干部和群众红白事报备登记 1300 余
起，有效遏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不
良现象。

抓宣传 着力改变群众认知

抓入户宣传夯实基础。结合社会
治理提升普法宣传工作，围绕《云南省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及移风易俗、农村
精神文明等重点内容，汇编印发普法
宣传和法治教育宣传手册 2000 份、移
风易俗宣传册 1 万余份，并组建宣讲
团、宣讲小分队，深入基层一线、田间
地头、农户家中广泛开展婚育新风、厚
养礼葬等移风易俗新理念宣传宣讲活
动 500余场次，累计发放移风易俗倡议
书 6000份、宣传读本 2000册，不断提升
群众知晓率。

抓媒体宣传强舆论。发挥主流媒
体宣传引导作用，县融媒体中心通过县
电视台、应急广播以及微信公众号、抖
音号、微博等新媒体多角度立体式宣
传，把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倡议书及各
级各部门开展移风易俗工作措施、取得
成绩等作为宣传重点，切实发挥好正面
宣传导向作用。当前，县级媒体累计制

作宣传音视频10余条，引导广大群众摒
弃陈规陋习、践行文明新风。

抓阵地宣传营造氛围。有效依托
村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文化广场、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基层精神文
明宣传主阵地，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文明行为，增加移风易俗有关
公益广告播放频次，累计设置文化广场
宣传牌 9 处，张贴宣传横幅 200 余条。
同时，将文明因子融入文明城市创建，
通过设计纸杯、餐具、抽纸盒、手提袋等
在大街小巷发放，推动精神文明融入群
众日常生活，形成了新风正气传得开、
陈规陋习必须改的生动局面。

抓融入 着力激发群众活力

融入道德实践。将移风易俗融入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文明大讲堂、院坝会
等，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宣讲活动，通过
专家讲理论、群众讲身边事等形式，引
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养成文明健康生
活习惯。今年以来，多形式开展移风易
俗先进典型巡回宣讲文明实践活动600
余场次，辐射群众6万余人次，实现广大
群众由“走着看”到“学着办”的转变。

融入文化活动。实施“全民阅读·书
香昭通”工程，新建全民阅读点 6个，上
架图书2160册，补充更新农家书屋书籍
6320册，开展全民阅读、“颂百年风华·
传承红色基因”“书香大关·阅读超市”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等阅读活
动，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被熏陶，在全
县形成崇文好学的良好氛围。

抓示范 着力引领社会风尚

党员干部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党
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组织党员干部开
展移风易俗“三个一”活动，即发一封倡
议书、签一份承诺书、上一节专题教育
课，动员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做好榜
样。同时，广泛开展星级党员创评活
动，督促广大党员自觉履行承诺，用实
际行动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落地，形成文
明、绿色、节俭的文明新风尚。发放倡
议书 6000余份，签订承诺书 5400余份，
组织专题教育讲座9场。

文明家庭示范引领。广泛开展好
公婆、好媳妇、卫生整治示范户、身边好
人、道德模范评选和星级文明户、文明
家庭创建活动，用好家风带动好民风，
让文明之花在关河大地上久久盛开。
截至目前，共培育文明家庭 45户，其中
省级2户、市级10户。

文明村镇示范引领。以淳民风、弃
陋习、提素质为落脚点，开展乡风文明
示范村镇创建活动，全面深化文明村镇
创建，目前共创建文明村 68个（其中省
级 5 个、市级 3 个、县级 60 个），文明乡
（镇）7个（其中省级1个、市级1个、县级
5个）。努力培育出一批可看可学、示范
性强、影响力大的高品质样板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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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身”红白事 群众“一身轻”
——巧家县深化移风易俗推进“三治合一”侧记

通讯员 郑吉喜

王峰：

用心用情服务群众
通讯员 陈际群

近日，巧家县金塘镇老年文艺队的志愿者们通过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宣传移风易俗新风尚，引导广大群众破
除陈规陋习，倡导喜事新办、厚养薄葬、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 记者 刘建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