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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到 新春送“礼”有讲究
学礼用礼 展现扬州人礼仪之美

以礼待人，是拜年之礼；公共场所
自我约束，是旅游之礼；出行互相
礼让，是行车之礼。新春送“礼”，
让人们做“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
条”的实践者，知行合一，身体力
行；做礼仪规范的传播者，生动具
体地传递“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
条”，潜移默化地引导和带动身边
的人学礼用礼，从一言一行中为
2月2日，我市发布“扬州文明有礼 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强富美高”新
二十四条”。春节就要到了，温馨交往 扬州而努力，展现扬州人的礼仪之美。

拜年之礼
——
—体现“二十四条”

年初一，拜年是中国传统习俗， 由于平时劳碌，年节期间人们一般
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 起得较晚。若过早登门拜年，往往让
愿的一种方式。
主人措手不及。有人喜欢选择晚上拜
市民刘女士是老扬州，她向记 年，一坐好几小时，也难免影响主人
者讲述了昔日拜年情景。正月初一， 休息。作客逗留时间一般以半小时至
家长带领小辈出门谒见亲戚、朋友、 40分钟为宜，这样，既不失礼貌，又
尊长，朋友们也互致新年快乐，以吉 不影响主人接待其他客人。拜年时，
祥之语互贺祝新春。卑幼者须叩头 若进门问声“新年好”，旋即匆匆离
致礼，谓之“拜年”。主人家则以点 去，也会给人以缺少诚意的感觉。
心、糖食、红包热情款待。至今未曾
送贺礼也十分讲究。贺礼一定
改变这种礼仪，只是在形式上更多 要送的得体。礼物既不宜太昂贵豪
元化了。
华，又应能拿得出手。自己如果动手
拜亲朋也需讲究次序：初一拜 制作一个精美的小礼物送给对方
本家；初二、初三拜母舅、姑丈、岳父 等，既可表达真挚的情谊，又可显现
等，直至正月十六。首先拜家里长 自己的才华。
辈。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
拜年时还一定要注意礼节和言
辈拜年。当然，长辈受拜以后，一定会 谈举止。邻里相坐、同学相逢、朋友相
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其 聚，皆应“过年言好事，出口称吉祥”。
次是走亲戚拜年。还有一种就是感谢
在拜年之中，点点滴滴都能体
性的拜年。凡过去一年中对人家欠情 现“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条”。刘女
的，如曾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老师、师 士介绍，外出作客时，二十四条中的
傅、医生等，就要买些礼物送去，借拜 “长者先动筷”、“ 夹菜用公筷”、“ 自
年之机，表示感恩谢意。
己不酗酒，与人不闹酒”，这些都是
拜年其实大有讲究。刘女士说， 老道理，都是需要我们去践行。

栏目摄影
刘惠宇

在市区茱萸湾路 ， 路边健身场上的
健身器材 ，成了晒衣架 。

旅游之礼
—展示个人素质修养
——

旅游，是一扇窗口，它展示的是个 提前10分钟上车，不要迟到，以免让 “另外，要爱护旅游景点的一砖一
人的素质修养，更是城市的形象。今 他人等候、耽误行程；年轻的游客尽量 瓦、一草一木。”鲁先生说，山川名胜
天，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国门旅 坐到车厢后面，把前几排座位让给老 和历史古迹是不可再生的宝贵的自然
游的同时，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也更多 人和妇女儿童；观光车的第一排座一 和文化遗产，应倍加珍惜；不可攀折花
地暴露出来。
般都是留给领队导游的，游客尽量不 木，不得随意涂写刻画，不要触摸珍贵
“烟头不落地”“ 垃圾不落地”“ 吐 要坐；车上的卫生间是供乘客特急需 的文物展品，不能戏弄浏览点的动物，
痰不落地”“大小便入池不落地”“不穿 要时使用的，一般不要使用。他说，游 在山林中还应注意防火；不要随地吐
睡衣拖鞋上街”“打手机、交谈不大声 山玩水时服饰可舒适自然，运动装、休 痰、乱扔烟头；不要采折花卉、践踏草
喧哗”“不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 扬 闲装皆可，但不要赤身露体，有碍观 地，不要在树木、建筑物上乱刻、乱画；
州文明有礼二十四条”中，都与旅游之 瞻；不要围观、尾随陌生人；年轻情侣、 不用树木为承重载体做各种运动，在
礼息息相关。
新婚夫妇结伴游玩，自然是亲密无间， 照相时不要拉扯树木的花枝。
市民鲁先生是一名资深驴友，特 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过于亲昵的举动
鲁先生说，提升公民文明旅游素
别欣赏“扬州文明有礼二十四条”。他 都是有失礼节的。所到之处要入乡随 质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说，文明都在细节之中，都是具体的， 俗，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一些宗教 每个公民都是践行者和宣传者。
不是空泛的。举例来说，比如外出要 戒规，否则可能会因小事而酿成大错。

行车之礼
—考验司机素质
——
“试金石”

如今，在许多城市的大街上，不文 教练。他认为，近年来，因为不文明开 往造成司机肝火上升，很容易造成交
明的行车现象比比皆是：机动车随意 车方式导致的交通事故并不少见，但 通事故。二是加强车德教育和宣传。
在大街两旁停放，肆意占用人行通道； 是人们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驾驶陋 有关部门要加大对道路交通文明的宣
车辆的喇叭声不绝于耳；晚上开车不 习。其实作为一名驾驶员，不仅要有 传力度，驾校对司机培训过程中，应增
管对面有没有来往车辆，一律打着远 过硬的驾驶技术，更重要的是应该具 加有关车德和社会责任等内容。三是
光灯；还有违法逆行、转弯，等等。能 备文明驾驶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成为 加大处罚力度。可以考虑设立文明行
否文明行车，成了考验广大司机素质 一名合格的司机。
车积分制，如果发生不文明行车行为，
的一块“试金石”。
他说，开车要讲车德，要想让道路 司机将会被扣除相应分数，累积到一
随着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使得 文明真正树立起来，让文明行车蔚然 定分值，处以批评教育、强制学习直至
我们城市的道路交通空间，变得愈来 成风，需要在三个方面做文章。一是 吊销驾照的处罚。
愈小，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明显增多， 提高个人文明素养。培养司机文明驾
邵志斌还倡议，要摒弃十大驾驶陋
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和违法现象频频出 车的习惯。司机的基本文明素养，突 习，也就是不系安全带、接打电话、车窗
现，对市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出表现在遵守交通规则、礼让先行上。 抛物、随意变更车道、强行加塞、不打转
驾驶人员的行车文明礼仪和素养，也 礼让做得好，开车人的心态平和，能顺 向灯、路口不礼让行人、过积水或者下
直接影响到一座城市的形象。
畅、舒心地开车，使汽车危险行动减 雨天不减速、穿拖鞋或高跟鞋驾车、车
家住得祥园的邵志斌是一名驾校 少，交通自然就顺畅和安全；反之，往 内悬挂摆放各种饰物。 记者 金山

社区志愿者 300多天义务送餐
妻子为他织围巾 用爱支持

为在社区营造温馨的邻里关 每天在外送餐，她特地打了一条
系和亲密的家庭关系，近日，邗沟 大红的围巾送给老公，为老公御
社区举办手工志愿者爱心“三送” 寒……”一条围巾背后，还有一个
活动，组织志愿者编织爱心围巾， 志愿者故事，丈夫300多天无私付
分别送邻居、送家人、送困难户。 出，妻子一针一线织就温暖围巾，
“居民吴玲■的老公董乃军 既是对丈夫的支持，也是和谐家
是社区送餐志愿者，天寒地冻仍 庭爱的传递。

志愿做义务送餐员
300多天风雨无阻

邗沟社区乐龄助餐点去年年
初投用，去年3月份起开始面向梅
岭街道7个社区提供送餐服务。30
多个订餐老人，分布在梅岭街道各
个社区。经招募，党员志愿者董乃
军和另一个志愿者凌扣红成为社
区的义务送餐员。
每天上午10点，送餐员准时
在市区望月路非机动车道上 ， 路边
在市区施井路 ， 几处交通护栏 出现在社区助餐点，开始配餐。助
停了汽车 ，二车相对而开后 ，无法会车 。 被人为拆除 。
餐点每天的菜肴有一二十个，两位
送餐员要根据各个老人的口味、偏
好和要求，为他们选菜，然后再一
家家送上门。邗沟社区助餐点在
漕河以北的老虎山路，订餐老人最
远的住在南边护城河畔的广储社

区，还有的老人住在楼上，两位送
餐员马不停蹄跑下来，也要到中午
12点才能结束。
去年年底，凌扣红因为身体原
因，不能继续送餐，社区暂时没有新
的人手跟上，董乃军就一人包揽了
全部30多个老人的送餐任务。上个
月下大雪，为了不因大雪带来意外，
影响送餐，董乃军在路滑地段，就手
拎饭盒，一家家步行送餐上门。
“300多天，每天准时到位，风
雨无阻，没有一天休息，作为一个
志愿者，真的很不简单！”董乃军
的无私奉献，赢得社区和服务对象
的一致夸赞。

记下老人特殊要求
赢得服务对象信任

皮市街 ，人行道上停满非机动车 ，中间车道停放机动车 ，路成了 “小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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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餐看似只是跑跑腿的小事，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摆放好，方便老
要做好并不容易。老人们有的腿 人就餐；有的老人有特殊要求，他
脚不便，有的双目失明，董乃军和 们也会一一记下，然后到社区反馈
同伴不但每天将饭菜送上门，还要 给厨师。“林业组的谭大爷是回族，

对饭菜有特殊要求，要关照助餐点单独
做；还有个老人痛风，不吃豆腐、干子，
配菜的时候就要注意避开；化校宿舍的
周奶奶不吃鸡蛋……”几乎每一个老人
对饮食的要求，董乃军都能随口道来。
董乃军为人热心，做事认真，日复
一日送餐上门，真诚的服务也赢得老人
的信任，有的老人甚至要把存折交给他
保管。

社区搭“三送”平台
妻子为他织爱心围巾

“他做事认真，能吃苦，我能理解
……”老伴吴玲■虽然舍不得丈夫，但
也积极支持。她告诉记者，董乃军退休
前，在单位就是骨干。“退休后，我希望
他在家休养，他又到社区帮忙……”
为了支持丈夫，吴玲■努力做好贤
内助，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丈夫，也
成为社区的手工志愿者。去年年底，邗
沟社区酝酿开展“三送”活动，她一下子
认领了两条围巾的编织任务，一条送给
社区残疾人吴先生，另一条送给丈夫。
吴玲■也感谢社区“三送”活动，为
居民搭建大爱、小爱传递平台。
通讯员 戴军 记者 仲冬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