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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上涨普惠基金投资者，那些在第
四季度认购了新基金的投资者也普遍取
得较好的收益。Wind数据显示，四季度以
来成立的次新偏股基金大部分获得正收
益，在可比的65只次新偏股基金中，有44
只获得正收益，其中工银瑞信研究精选

成立两个月即获得16.9%的回报，为认购
投资者贡献了丰厚的收益。

Wind数据显示，从10月23日成立以
来到12月25日，在短短两个月内，工银瑞
信研究精选的回报达到16.9%，折合年化
回报达到143.7%。

新老基金业绩全面开花

工银瑞信研究精选两月回报16 . 9% 2014年末沪指在3000点上
方震荡，散户跑步入场。在此背
景下，2015年的A股行情也成为
投资者关注的焦点。近日，长信
基金认为，2014年A股投资犹如

“见龙在田”，展望明年市场却
难言“飞龙在天”。不过，一季度
蓝筹股仍有望继续走强，建议

重点关注利率敏感的金融地
产、有色、钢铁板块和政策驱动
的环保、电力、铁路运输和旅游
板块。此外，国企改革和迪士尼
等主题投资也值得关注。

公募基金投资喜迎丰年。
Wind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12
月26日，年内沪深300指数累计

上涨47 .89%，同期普通股票型
基金平均回报为25 .66%，长信
量 化 先 锋 年 内 总 回 报 已 达
57 .48%。在长信基金看来，2014
年A股市场犹如“见龙在田”，
而这主要源于货币持续宽松及
经济失速缓解驱动了增量资金
入场。

长信基金：2015年股市大牛不易 小牛可期

义义务务说说媒媒，，5500年年撮撮合合数数百百对对
东阿“百家媒”贺怀成诉说农村婚姻变迁

明年文化工作要点出炉

在在5500个个乡乡镇镇、、村村

建建文文化化服服务务中中心心

记者从市文广新局获
悉，明年文化工作要点列出，
明确更多文化惠民项目、指
明文艺精品创作思路、完善
文化传统构建体系，并规划
了文化产业发展指导方向。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王井梅

农村的图书室、文化小广场，
各县区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
馆、尼山书院建设等，众多文化惠
民项目，聊城明年都将扎实推进，
建设更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

在文化场馆方面，市民文化
中心群众艺术馆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搞好优质服务，如摄影培训、
葫芦丝培训、各类公益讲堂等将
继续免费面对社会人群培训。市
图书馆新馆开工建设。文化馆、图
书馆不达标的县区也要抓紧推
进，争取早日惠及市民。而没有博
物馆的县也都要筹建博物馆或历
史文化展览馆。

明年，聊城还将继续实施文
化“三千”工程，整合基层文化资
源，试点在50个乡镇、村建设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示范点建设。抓好文
化设施免费开放和文化活动的组
织。研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与财政等
部门结合，研究设立公共文化服
务政府采购和资助目录，制定向
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管理
办法。

聊城切实加强文艺精品创作
生产。聊城明年将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为动力，围绕备战
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和山东省艺术
节，力争推出一批在全省、全国有
重大影响的舞台精品剧目、节目。

重点抓好“中国梦”题材文艺
作品创作。通过作品征集、组织创
作、约请创作等多种形式，引导、
激励艺术工作者充分发挥想象
力、创新力，以富有时代感的全新
体验、情感和题材，创作诠释“中
国梦”的主题文艺作品。

抓好优秀历史文化题材创
作。把艺术创作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结合起来，挖掘聊城
优秀民间故事。

在文物方面，结合大运河申
遗成功，推进运河文化长廊建设。
实施“寻找聊城古城”考古调查探
索工程，摸清聊城古城历史变迁。
积极推进特色博物馆建设，在古
城区建设石刻博物馆、牌匾博物
馆等。

聊城结合城镇化进程中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进“乡村记
忆工程”实施。在非遗方面，积极
培育、创建省级以上文化生态保
护区、“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目前，海源阁图书馆和临清市
图书馆内已经建成了尼山书院，
明年，还将推进各个县级图书馆
建设“尼山书院”。组织好《文化聊
城丛书·乡村记忆》编辑出版工
作。聊城还计划以“记忆聊城”为
主题，拍摄聊城部分非遗项目和
文物保护单位专题片。

在东阿县刘集镇前关山村，贺怀成老汉是闻名十里八乡的“百家媒”，经他撮合成功的夫
妻有四五百对。他说媒不仅不收钱、不收物，撮合成了还得随份子，这些年少说也得搭进去两
三千块钱。贺怀成促成了一对对新人的结合，同时也见证了50年来农村婚嫁变迁。

本报聊城12月29日讯 (记
者 刘云菲) 近日，市委党史
研究室、市妇联、市老促会确定
联合征编《聊城革命老区巾帼
群英谱》一书，主要收录聊城革
命老区在革命、建设及改革开
放时期做出突出贡献的巾帼英
模代表人物。该书面向全社会
征集女烈士、女英模线索。

90年来，一批批聊城革命
老区优秀妇女脱颖而出，既有
在老区成长起来走向社会的
女杰，也有走进老区工作、战

斗和生活过的客籍精英。她们
中有历经坎坷为党的事业做
出突出贡献的女领导干部；有
南征北战、奋勇杀敌的革命女
战士；有在敌人面前威武不
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巾
帼英烈；还有建国后在各条战
线上涌现出的“劳动模范”、

“三八红旗手”等巾帼先进人
物。

据了解，该书征编范围和
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在聊城境内牺牲的女烈

士，聊城籍在聊城境外牺牲的
女烈士；在革命战争年代，聊
城籍(包括聊城境外)做出突出
贡献、获得地级以上表彰的女
英模人物，在聊城境内做出突
出贡献、获得地级以上表彰的
客籍女英模人物；建国前在聊
城境内担任过党、政、军、群团
副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女干
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
时期：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
内有代表性、有影响力始终保
持荣誉称号的女英模人物(获

得省级以上“劳动模范”或者
“先进工作者”称号的；获得全
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的；
在其工作领域中获得全国表
彰或者荣誉称号的。)聊城籍
在国内担任副厅级以上领导
职务的。在聊城工作、生活过，
后担任正厅级以上职务的客
籍女领导。建国后聊城各界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为革命老区发展艰苦创业和
社会公益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的优秀女企业家。

《聊城革命老区巾帼群英谱》征编开始

征征集集女女烈烈士士、、女女英英模模线线索索

本报记者 王传胜

坚决不收钱物

只为心里踏实

贺怀成18岁那年，促成了
两对姻缘后，便一发不可收
拾，如今已71岁的他，撮合成
了四五百对。

贺怀成觉得，说媒是个良
心活儿，必须以诚待人。帮别
人介绍时，一定要实事求是。
他曾给刘集镇上一名大龄并
且身有残疾的小伙说亲。女方
说话有障碍，但年龄不大。有
人担心这门亲事会因为年龄

差距告吹，于是想让他把男方
年龄说小一些。他没有那么
做，在男方年龄问题上，他如
实告诉了女方，结果促成了那
段姻缘。

村民董培智说，老贺人称
“百家媒”，他很会说话，别人
说不成的，他也能说成，而且
说媒不仅不收钱，很多时候还
要倒贴份子钱。

贺怀成说，这些年说亲无

数，给钱给物的很多，他都坚
决不要。“是钱重要，还是这张
脸重要。给人家说媒，讲的是
个人情，拿钱那成什么了。”

在农村说媒，不管成与不
成，总要先给媒人一两百块

“话”费。贺怀成始终坚持不收
钱，村里人都说他“憨”。贺怀成
的老伴已去世四年，在世时也
是个热心肠，从来没有因为丈
夫“管闲事”还倒贴钱而生气。

农村男多女少

说媒越来越难

从1960年至今，贺怀成撮
合成的夫妻中，一家两代人都
是他说媒的例子数不胜数，甚
至还有一家三代都是他撮合
成功的。

村民贺存亮说，十里八乡
谁家的小伙该成家了，谁家的
姑娘该出嫁了，老贺知道后都
会记在心里，谁和谁相配，他
会提前掂量好，一上门提亲就
成功。

“以前每年说成十对八对
的都是常事儿，这两年最多说
成两三对。”贺怀成说，如今找
他说媒的多是男方父母，农村
女孩儿的“身价”都比较高。

贺怀成说，女孩这两年在
农村很走俏，选择面广，提出
的要求也高了，不仅要求买车
买楼，甚至要求买楼的钱要一
次性付款。

据了解，前关山村待婚

的小伙子有四五十人，而加
上外出打工的姑娘，整个村
的姑娘也就才不到二十人。
贺怀成说，本来村里的姑娘
就少，但姑娘们又喜欢往外

“飞”。村里的不少姑娘上完
学之后便外出打工，很多直
接留在外地了。在外面见过
了世面的姑娘，一般都有了
自己的主意，不愿意再回到
乡下。

“只要感情好，

物质应看淡点”

贺怀成说，几十年前，在
农村只需要对个八字，顶多送
块手绢，俩人就算订婚了。后
来男方需要打个银手镯，现在
需要“三金”。彩礼钱从六百、
八百、一千、两千涨到一万一、
一万七，现在农村都兴六万
六，简直是天壤之别。

结婚嫁妆也经历了数次
变迁，最初的“三大件”是三尺
桌、一张锨、一把锄，后来发展

成了唱片机、自行车、缝纫机，
再后来是黑白电视，现在演变
成了大彩电、洗衣机、冰箱、空
调、电脑。

谈起这些变化，贺怀成感
慨万千。如今，很多都是物质
绑架了婚姻，他对此很看不
惯。有一对年轻人是他做的
媒，两人马上要去登记了，因
男方婚前没买车告吹。

贺怀成说，现在他都不太

敢说媒了，有一次去一个女孩
家提亲，女方问男方有没有
车，什么时候买房，家里的平
房不算，要在城里买楼才行。
因为女方要求高，最后这桩婚
事也没说成。

贺怀成说，婚姻最重要的
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只要
两人感情好，物质的东西应该
看淡一些，坐享其成的婚姻不
一定能够长久。

29日晚，2015新年
文艺晚会在聊城影剧
院举行，歌舞、杂技、曲
艺等精彩节目先后上
演，收获观众热烈掌
声。图为开场舞《鼓鸣
盛世》。

本报记者 凌文
秀 摄

文文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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