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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巨野县田庄镇栾官屯
村一位72岁的滕姓老人过世。不论
是吊丧的亲朋好友，还是帮忙的村
民，都是一人一碗大锅菜。“最近
四 五 年 ， 村 里 的 白 事 一 直 是 这
样。”村党支部书记王仰利说。

巨野县从2016年3月在全县推广
“一碗菜”，目前已经实现634个行
政村全覆盖。

从过去的“杂菜汤”

到如今的“一碗菜”

过去，农村一些地区出现红白
事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陋习，既
增加了农民负担，也造成了巨大的
餐桌浪费。2015年8月起，巨野县探
索丧事简办的相关做法，2016年3月
专门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
移风易俗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
丧事就餐只吃“一碗菜”，每碗菜
不超过8元。同时要求简化治丧形

式，取消“二次装棺”等。
巨野县麒麟镇前冯桥村是最早

试点“一碗菜”的村庄之一。村党
支部书记姚元臣介绍说，村里首先
起草了《前冯桥村红白事操办指
南》，并在村民大会上征求了意
见。全村按姓氏家族，每个家庭派
一个代表在上面签字。按照签好的
约定，谁家先有丧事，新标准就从
谁家开始。

由于前期工作做得到位，从
2016年起，前冯桥村的丧事都是按
照“一碗菜”的新标准，全村没有
一户搞过特殊。“现在村里有丧
事，亲戚朋友来吊丧，一人分一碗
菜，既能吃饱，又不浪费。”姚元
臣说。

其实，当地一直有“一碗菜”
的历史传统。巨野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程凤鸣介绍说，通过民间走
访调查，鲁西南地区实行丧事“一

碗菜”至少有四五百年历史。过去
经济条件不好，事主就把亲戚吊丧
带来的贡品凑在一起，再掺入素
菜、面食一锅炖，一人分一碗，就
叫“杂菜汤”，也就是“一碗菜”
的前身。

800多名“一碗菜”主厨

统一培训

作为推行“一碗菜”的配套措
施，巨野县建立起农村主厨定期培
训、体检机制，并为在册的800余名
农村“一碗菜”主厨免费定制统一
服装。

麒麟镇获麟集村村民冯勋连，
做得一手好菜。以前村里有红白
事，多数都会请他去当“大厨”。
近年来，冯勋连成了“一碗菜”主
厨。“原来村里一场红白事，多的
有时候要摆100多桌，帮厨都要一二
十个人，得花三四万块钱。现在实
行丧事‘一碗菜’，找一两个人打
下 手 就 行 ， 花 费 也 就 两 三 千 块
钱。”冯勋连说。

除了厨师，很多村庄还配套建
设“公共厨房”。早在2016年，前
冯桥村建起白事专用的厨房，锅灶
齐全。“现在全村都是一个标准，

只有同意‘一碗菜’的标准，村里
红白理事会才来给主家办。厨房的
水 、 电 、 气 等 费 用 由 村 集 体 负
担。”姚元臣说。

巨野县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的全国和全省试点县，开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以来，当地又把农村
红白事定标准、立规矩作为切入
点，全面推进移风易俗。当地把推
行丧事就餐“一碗菜”纳入党员主
题党日活动，引导党员干部率先垂
范；宣传、文化、教育等部门组织
农村广场舞队伍带头人给群众发放
相关政策“明白纸”，编排移风易
俗文艺节目下乡演出。

目前，巨野全县成立了由40余
名干部组成的志愿督导组，分别到
各镇村督导推行丧事就餐“一碗
菜”，先后对1500名村党支部书记
和红白理事会志愿者分批次进行专
题培训。

杜绝铺张浪费

带动村风民风转变

“以前亲戚朋友来吊丧，要
‘坐大席’，本村帮忙的村民也要
‘上桌’，每桌不能少于10个菜，
烟酒也要上档次的。各项加起来，

一个丧事至少两三万元。”担任村
支部书记30多年，巨野县田桥镇王
土墩村的王光立对农村红白事大操
大办深有感触。

王土墩村是巨野县较早推行
“一碗菜”的村庄。“2 0 1 6年以
来，村民全部按照新规定办，没有
一户有意见。‘一碗菜’确实让村
民实惠了，现在一个丧事全部花费
也就四五千元，跟以前相比，能节
省两万块钱以上。”

“以前白事一大桌子饭菜，有
时候菜吃一半就倒了，馒头咬几口
就乱扔，浪费比较严重。”王光立
表示。“一碗菜”省钱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节约的风气，也
带动了民风的转变。近年来，王土
墩村在垃圾分类、美丽庭院建设、
“好媳妇好婆婆”评选方面，推行
得都很顺利。2017年，该村被评为
全国文明村。

巨野县总人口超过一百万，据
巨野县民政部门介绍，全县每年过
世的老人近7000人，按照一个丧事
节约2万元测算，全县丧事简办一
项，每年能节省约1 . 4亿元。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 伟
通讯员 蒋晨曦

恢复老传统，白事“一碗菜”
巨野634个村实现全覆盖，800余名主厨统一培训

3月20日，在郯城县马头镇求
实小学，该镇26名孤困儿童受到社
工心灵关爱。至此，郯城县289名
孤困儿童在社工专业知识技能的引
领教育下，全部得到“春芽”心理

和心灵关爱。
郯城县民政局充分利用社工宣

传周活动，积极“汇聚社工力量，
关爱孤困儿童，助力乡村振兴”。
郯城爱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动跟
进，运用专业知识技能为孤困儿童
进行心理辅导，开展心灵关爱，提
高了孤困儿童的学习兴趣。

（高军 摄）

关爱“春芽”心灵

农村大众报青州讯 （通讯员
史海莹）“你好，我们是古城管员
会的工作人员，经过我们前期的筛
选，你们店被评为‘学雷锋志愿服
务站’。”在青州市古街木青茗苑
民宿内,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公共事务部部长崔士魁正在向民宿
店长牟玉倩颁发门店标识牌。

获评光荣称号，牟玉倩十分高
兴，她表示将为古城提供更多力所
能及的帮助。据了解，古城管委会

此次共挑选了10家信用度较高、设
备较齐全的精品店铺，为其悬挂了
“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的门牌，这
十家门店后期将为保洁人员、安保
人员提供相关的防疫物资、热水和
早餐等志愿服务。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
续开展类似的活动，感谢并鼓励更
多店铺加入到志愿服务活动中。”
崔士魁说。

据介绍，为传承雷锋精神，青

州市将学雷锋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中，扶老助残、爱心助学、健
康义诊、环境保护、公益劳动……
在青州大地上，形式多样、丰富多
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如火如荼进行
中。3月17日，在云门山街道徐桥社
区大院内，村民们拿起扇子跳起舞
蹈，热闹非凡。青州市乡村书画家
联谊会及党支部文艺志愿者来到这
里，在为村民进行太极功夫扇培
训，在老师们的引导下，村民们认

真学习一招一式，随后村民们还做
了扇子舞表演。

“我们社区有自己的文艺队，
这次听说市里的老师要来，大家非
常欢迎，队员们和老师互相交流，
水平也能更上一个台阶。”社区党
支部书记刘福营介绍，市里经常组
织文艺者协会进行文艺志愿服务，
通过送文艺、公益培训等不断丰富
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志愿服务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重要内容。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化，青州市积
极健全志愿服务队伍体系，建立
市、镇、村三级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队，在公共场所广泛建立学雷锋志
愿服务站，并整合社会资源培育民
间志愿服务组织和专业志愿服务队
伍，同时完善褒奖机制，制定《青
州市志愿服务条例》，从政府支
持、宣传引导、表彰制度等方面对
志愿服务嘉许激励作出规定，让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遍地开花”。

截至目前，该市共建立各级各
类志愿服务队伍1300多支，注册志
愿者达15万人，每年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2万余场次，参与活动50余万人
次，志愿服务活动实现村、社区全
覆盖。

扶老助残、爱心助学、健康义诊、环境保护、公益劳动……

青州市将学雷锋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

农村大众报庆云讯（通讯员
王洁令 王凡存 刘蕾）“上午
村头喇叭一广播，下午我就把自
家的6座坟头平了，迁祠堂是好
事，咱老党员要带头。”3月17

日，庆云县常家镇后王村86岁的
老党员王光青说。

之所以工作推进迅速，在于
前期工作打得实。“起初有些村
民认为这是对先人不敬，不能坦
然接受。”常家镇人大主席赵洪
涛说，重点中的难点，就是如何
转变村民观念。镇政府工作人员
联合村“两委”班子、红白理事
会成员、网格员挨家挨户为群众
讲政策、谈道理，同时，尊重群
众主体地位和意愿，组织村民代
表“走出去”，参观学习先进经
验，了解祠堂、公墓建设情况
等，逐步获得群众认可。“有时
候清明、春节碰到下雨下雪，一
家人深一脚浅一脚，也得踩着泥
去地里祭拜。现在绿色殡葬是新
风尚，其实我们都盼着建祠堂
呢。”大高村村民刘建峰说。

有了群众支持，常家镇迅速
将祠堂和公墓建设提上日程，建
设了三柳、后王、大高等5处祠
堂，并按照“花园式”公墓建设

要求，打造孝德园生态公墓，建
设标准墓穴、安装卧式碑，在公
墓设置绿化隔离林带，营造出既
庄严肃穆又清新优美的祭祀环
境，与老式坟头形成鲜明对比。
全镇仅三天时间共清理坟头864

座，原有“存量”土坟迁入新建
公墓，消灭了“增量”坟头。

“群众越是支持，我们越是
要把服务工作做细做好。”赵洪
涛说。该镇向群众承诺，辖区内
的祠堂和生态公墓全部免费为逝
者提供骨灰格位，减免安葬费
用。同时，充分发挥好红白理事
会的作用，统一操办、统一标
准，协助村民办理“过事”。春
节前，该镇洼刘村一位村民父亲
去世，村红白理事会成员第一时
间介入，为这位村民制定了一套
“既不失礼又不浪费”的简易流
程方案，“不仅省了四五千元，
亲戚朋友还都说理事会像自家人
一样。”他说。

“在清明节到来之前，我们
全力推进殡葬改革工作落细落
实，让群众以全新的方式祭拜和
缅怀先辈，推动移风易俗，传递
文明新风。”庆云县委副书记、
常家镇党委书记张健捷说。

建祠堂，设公墓，迁土坟

庆云踏着春风
迎来殡葬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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