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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评

殡殡葬葬改改革革别别忘忘了了循循序序渐渐进进

做做好好事事不不怕怕知知道道的的人人多多

□董传同

头条评论

一家之言

为增进与读者的互动，
广开言路，本报开设观点版，
每周一期。欢迎广大读者对
发生在身边的大事小事发
表自己的见解，为城市发展
建言,为社会进步献策。来稿
信箱:dct6921@163 .com，互
动QQ群:190319560。稿件一
经刊发，即付稿酬。

□纪慎言

12月份因为雾霾天气常常出
现，多数学校不再进行课间操，改
变体育课上课方式，有的学校在
课间操时放动画片，吸引学生留
在教室。

◎悲催的是，大家不得不同
享低劣的空气质量，温馨的是，学
校采取措施保护孩子，环保等部
门救救孩子吧。

交通运输部门将开展为期半
个月的客运车辆春检工作，受检
车辆必须经过初检、复检等程序，
合格以后才能获得春运证，无春
运证的一律不能配客上路。

◎春运大幕开启，需要多部
门为乘客护航，春运车辆合格才
是第一步，请继续努力。

平安夜，不少市民会购买包
装精美的苹果赠予亲朋好友，寄
以平安寓意。24日，德城区多家超
市内，装苹果的礼盒比苹果贵了
不少，纸质礼盒高达15元一个。

◎包装贵过货物，看来不是
个笑话，洋节火得让人嫉妒，是消
费促成了洋节？还是洋节带动了
消费？

近日，三只受伤的“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乌雕惊现乐陵市化楼
镇郑博士村，并被三位热心村民
救养，乐陵市林业局奖励每人现
金1000元。

◎农民朋友的热心，让我们
看到的是人们爱护野生动物意识
的快速提升。

我一直钦佩那些做好事
的人，而且对那些做了好事不
留名的人更是崇敬。因为对于
一个普通人来说，不做坏事已
经是不容易了，如果再做些有
利于社会和别人的好事就更
加难得了，况且做了好事还不
想让别人知道呢，岂不更是难
能可贵！

但是，想来想去，我还是更
喜欢有人能够当着众人的面堂
堂正正地做好事，而不是隐姓
埋名偷偷地做好事。我以为，做
同样一件好事，明着做与暗着

做对于承受人来说，结果都是
一样的。譬如为贫困学生捐资
助学，明着掏2000元与暗地给
2000元，对于学生的帮助作用
没什么差别，所不同的是每个
捐款人各自的想法。即使是同
样隐姓埋名做好事的人，有的
是真不愿意张扬，有的则是希
望“欲盖弥彰”。我一直记得那
个很有名气的文学老人 (一直
没有读过他的书)，一生不接受
记者采访，结果就因为这一条
又使人觉得他更加德高望重。

说来说去，本人是个最普

通不过的平民，既没有那位文
学老人的高风亮节，也没有什
么“欲盖弥彰”的嗜好；但是我
主张做好事不怕知道的人多。
为什么？前面说了，同样的好
事，明着做与暗着做对承受人
的效果是一样的；而明着做的
结果还有一个对旁观者产生
巨大的教育和推动意义的问
题。即使个别人认为做好事的
人是在“作秀”，但是，他仍然
比看到有人做坏事的心情要
好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做好事
不怕知道的人多的理由。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较大的
雨，早晨我出去遛弯时看到慢
车道上横有一条不小的树枝，
再加上路面上有积水，所以看
到几个打此经过的骑车人都
出现了瞬间的慌乱。已经走过
去两步的我突然意识到应该
把这个举手之劳的好事做了，
于是毅然转身走下人行道，从
慢车道上扯起那条树枝甩手
扔到了旁边的灌木丛里。遗憾
的是，走在我前面的人没有回
头，而我的身后老远一段路上
竟然没人！

据报道，庆云县近日印发
《关于开展殡葬改革集中整治
活动的实施方案》，在全市率
先启动殡葬改革，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在城区范围内搭建
灵棚或占用街道、广场等公共
场所举办丧事，并且坚决禁止
火化后套用大棺木下葬的行
为。

殡葬改革其实算个老话
题，由土葬改火葬这样重大的
变革即便在德州最偏远的农村

也实行了二三十年。这次旧事
重提，其实是党委政府对当前
厚葬奢靡之风、殡葬中隐藏的
腐败等问题的一次努力矫正。
庆云县在全市行风气之先，值
得赞许和鼓励。

从披露的信息看，“庆云
版”殡葬改革的实施方案措辞
严厉，“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坚决禁止”、“坚决打击”等
说法体现了相关部门对此次殡
改决心，也体现了政策面前人人

平等的精神。然而，这个“人人平
等”反而让人有些担忧。

最近，中央也印发了关于
殡葬改革的意见，但它的名字
叫《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
葬改革的意见》，强调的是通过
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推动移
风易俗。党员带头，百姓跟风，
中央殡葬改革意见没搞“人人
平等”，恐怕就是考虑到了移风
易俗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原因。
风气的形成不在一朝一夕，风

气的改变同样不能操之过急。
因为传统观念的因袭，殡

葬新风在中国不少地区浸润得
较慢，老百姓尊崇老风俗的意
愿也十分强烈，特别是广大农
村地区。像方案中侧重农村地
区的“严禁套用大棺木下葬”，
短时间内执行到位会不会激起
农民的反感？棺材销售也被禁
止，会不会让人觉得不近人情？
但愿笔者多虑，只希望风气改
变能够循序渐进。

德城区联社奏响
电子银行“主旋律”

今年以来，德城区联社为客
户搭建优质高效的电子银行结
算平台。针对德城区服务区域涵
盖市区及城乡结合部的特点，为
市区各主要市场、工业园区提供
网银、POS等终端服务；针对小
区、社区、农村等市场，全面布设
自助设备63台套、农金通19台、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4万余户，开
展扫市场、扫街等活动，全方位、
贴近式服务。培养员工的营销理
念，主动向客户讲解农信社的先
进电子银行结算工具。截至目前
今年新增企业网银257户，个人
网银新增10088户，手机银行比
年初新增7974户。(杨雪)

近年来，乐陵联社加大在农村
支付环境建设方面的工作力度，拓
展电子银行业务，提高电子银行业
务替代率，分流柜台工作压力。一
是加大电子设备安装及银行卡发
行力度。实现了ATM设备乡镇全
覆盖、POS机具社区全覆盖、农金
通偏远村庄全覆盖、银行卡了农户
全覆盖。二是通过宣传推广，个人
网银、企业网银、手机银行等非现
金支付工具得以快速发展，电子银
行业务替代率逐步增高，有效分解
柜台的工作压力。三是通过“普及
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对公众讲
解电子银行产品相关知识提升公
众金融安全意识。(王建忠 汪涛)

乐陵联社三举措加大
电子渠道建设力度

乐陵联社改进电子银行产品
推广工作方式，提高市场竞争力。
一是针对现有电子银行业务产品
开展集中宣传推广活动，树立“全
面”的服务形象，进一步提高市场
竞争力。二是召开电子银行业务推
广会，要求电子银行业务开展较好
的信用社和较差的信用社分别发
言，相互交流经验，避免走入误区。
三是加大对电子银行业务动户率
的考核力度，开展全员认领激活电
子银行产品活动，设立一定的激活
奖励标准，调动全员工作积极性。
四是建立大堂经理自助设备奖励
办法，提高银行卡及自助设备使用
率。 (汪涛 陈晓杰)

乐陵联社多种措施狠抓电
子银行业务发展。一是建立电子
银行部并充分发挥其管理智能，
通过不断加强电子银行业务培
训和业务督导实现电子银行业
务动户率和交易量的不断提高。
二是加强培训指导，建立电子银
行产品回访制度，确保新客户开
户一户、会用一户。三是本着“谁
营销、谁负责”原则，梳理员工使
用及拓展的电子银行产品客户，
通过考核重点加强对此部分产
品动户率的考核。四是针对公司
类电子产品动户低的问题，安排
公司部副经理专门管理。

(郑海波 张晨光)

24日晚，乐陵联社召开四季
度业务调度会，对各项指标完成
进度差的网点负责人进行了集中
调度。参会网点负责人就指标完
成差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就年前
工作计划做了汇报。杨希军理事
长就如何做好年前工作，确保指
标有较大提升做了要求，并就如
何做好 2 0 1 4年工作提出指导意
见。会上，电子银行部就做好电子
银行业务产品有效户的营销及如
何提高动户率做了详细的安排部
署，要求相关网点切实做好推广，
切实发挥电子银行产品在缓解柜
台压力、优化基础金融服务方面
的作用。 (王建忠 汪涛 )

乐陵联社提高
电子银行产品竞争力

乐陵联社推进电子
银行业务快速发展

乐陵联社召开
四季度业务调度会

★报名时间：即日起

★授课时间：2014年1月中旬

★授课地点：董子文化街齐鲁晚报

★培训讲师：特邀省、市资深摄影师

是不是有很多次，你想拍摄美
丽的风景，结果却令人失望！是不是
有无数的动人瞬间，令你为之动容，
结果却转瞬即逝！是不是一直想在
家中拥有自己的照片墙，结果却无
从下手！不用过于担心，不仅仅是你
一个人这样，每一个摄影者都会有
同样的经历，从最初的毫无头绪到

后来的得心应手，直到最后用手中
的相机去满足我们的心灵所需！在
这里——— 齐鲁晚报(德州)图片社摄
影培训班，会从摄影的器材使用及
保养、画面的构思、构图及意境的表
达、光线的运用、各类风景、人像等
摄影题材的拍摄技巧给您做出详细
解读，并运用大量精美的图片进行

对比分析，生动直观地让您牢固掌
握一些重要的摄影技巧，使您拍摄
出的照片更富有魅力。在这里，你会
发现自己对摄影艺术的鉴赏能力有
了显著地提高，对摄影器材的使用
更得心应手，能够更快地掌握拍摄
技巧、积累经验，使自己的摄影水平
进步得更快！

青青少少年年班班 20课时 摄影基础、外出采风1次 600元/20课时

中中老老年年班班 22 00课课时时 摄影基础、人像 风景加强培训、外出采风2次 800元/20课时

齐鲁晚报 (德州 )图片社摄影培训班开课啦！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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