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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追远，我们还可以这样做
——清明节新丧葬风俗扫描
清明节至。千百年来，放一挂鞭炮，哭
一曲悲歌，烧一沓纸钱……人们以这样的
方式追思先人。
时代变迁，如今，一棵树、一坛花、一面
墙、一片海，甚至是一张虚拟的“网”……越
来越多的人按新风俗祭奠逝者。
岁月之河中，不变的是慎终追远的文
化内核，变化的是“思时之敬”的祭奠方式。
让我们在缅怀中珍重生者，在追思中
感悟生命，在感恩中传承责任。

一树一花凝聚追思
1 日清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
城郊，春雾弥漫在仙鹤山生态陵园。家住
平寨镇的姜萍和姐姐一起来到父亲墓前，
轻轻将一束鲜花放在地上，低下头，闭上双
眼，双手合十。静默中，姜萍和姐姐用心向
父亲诉说着思念。
姜萍父亲的墓葬很特别：一块不足 0.3
平米的石板，上面雕刻着逝者的姓名和生
卒年月，石板下安放着骨灰。这样的墓碑
共有十四块，紧紧相连组成一长方形花坛，
花坛中除了花草，还种植着红叶石楠和茶
花，静谧肃穆。
“花坛葬是一种生态安葬方式，将逝者
骨灰集中安葬在可降解的花坛内，3 个月
内骨灰将与泥土、鲜花融为一体，让逝者安
详地回归大地。”仙鹤山生态陵园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鲁千元说。在这个生态陵园
内，有 57 户选择了草坪葬，59 户选择景观
壁葬，15 户选择了花坛葬。

花葬、树葬、草坪葬等新的生态墓葬形
式正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接受。
民政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
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
《意见》
明确，到“十三五”末，在巩固和提高全国年
均火化率的基础上，较大幅度提高节地生
态安葬比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节
地生态安葬设施，初步形成覆盖城乡的节
地生态安葬公共服务网络。
为吸引民众选择生态安葬，
《意见》要
求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奖补制度，把不占或
少占地的生态葬纳入奖补范围。同时，鼓
励探索建立环保殡葬用品补贴制度。北
京、天津、山东等地已经出台了地方配套政
策鼓励引导殡葬改革。
“孝还是不孝，看的不是葬礼有多排
场，墓碑多高多大，而是看尊敬、深爱老人
的一颗心。”姜萍的话代表着越来越多选择
生态墓葬的人们的心声。

一水一壁寄托诚敬
在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越来越多的
人选择让故人“魂归大海”。
“以后，
我和孩子会去青岛住，
天天能见
着海，
就等于每天能见到父母。
”
济南市民张
东祥告诉记者。他母亲去年底过世火化后，
他在今年预约了海葬。
“到时候把父亲的骨
灰从骨灰堂取回来，
跟母亲一起海葬。
”
东顺海葬服务中心是山东省烟台市一
家提供海葬服务的机构。中心的工作人员
房女士告诉记者，2001 年服务中心成立

时，每年只有 100 人左右选择海葬，之后
逐年增多。现在，每年大约有 1500 人左
右会做这样的选择，增幅很快，中心有时
一天能接到十几个预约。
按照计划，今年山东省有条件的市
区将至少开展一次骨灰撒海活动。为给
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服务，山东省
节地生态安葬撒散信息服务平台已正式
启用，通过互联网提供殡葬信息服务。
一泓碧水可寄哀思。还有不少地方
开始探索壁葬、村建骨灰堂等集中安葬
方式。
记者在北京市南四环思亲园看到一
面长约 10 余米、厚约 1 米的墙壁，墙体
正面分布着井字形的壁葬格，大小可放
入骨灰 100 余份，格位口用石材封死，石
材外表面就当作墓碑，刻上碑文。
在福建，长汀县民政局局长叶腾说，
近年来包括长汀在内的闽西客家地区，
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日益突出。为
此，长汀在乡村推行“坟改堂”，遗体火化
后骨灰集中在乡村骨灰堂存放。
“类似壁葬、骨灰堂这样集中安葬的
方式，既节地又安全。目前，全县 290 个
行政村，约一半已经建了标准化的骨灰
堂。骨灰堂 80 至 100 平方米不等，可以
存放 1000 个骨灰。”叶腾说。

一点一网汇聚深情
炫彩礼炮，缭绕炉烟，点点烛光……
一场特别的祭奠，礼仪周全、肃穆庄重。

不同的是，这是网上的祭奠。只需怀揣追
思，轻点鼠标或轻击屏幕，每个字、每篇文
章，都书写出和逝去亲人的心灵对话。
近年来，网上祭祀、微信祭奠、手机送
“鲜花”等“虚拟”祭奠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人接受和采用。很多网站也根据中华民
族的传统祭祀礼仪和风俗，提供了既具仪
式感又富人情味儿的祭奠平台。
点开
“中国清明网”
，
访问者可为故去的
亲人创建网络私人纪念馆，
并在馆内设置含
有墓碑、青山、花卉的场景。纪念馆里设置
了
“静默一分钟”
“点三炷香”
“生平事迹”
“留
言”
等板块，
祭奠者可在哀乐声中，
为逝者献
花、
上香、
烧纸钱、
鸣放礼炮、
留言。
“不忘先烈抛忠骨，民族复兴中华魂”，
清明节，人们“指尖祭奠”，告慰先烈在天之
灵。中央网信办、共青团中央联合开展的
“清明祭英烈 共铸中华魂”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近日在网页、微博、手机三大网络平台
和各地线下同步启动。
已连续开展 15 届的“清明祭英烈”网
页献花留言活动中，展示了数万名革命英
烈的事迹，以及红色典藏、烈士诗抄等学习
内容。
“‘小葬于墓，大葬于心’，随着时代变
迁，
‘生态’
正成为中华民族祭葬新风尚。但
是，无论树葬、花葬还是海葬，形式虽然变
了，
但中华儿女慎终追远的共同文化肌理始
终如一。
”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
文/新 华 社 记 者 潘 德 鑫 王 新 明
李 放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

海南群众祭扫先烈——

化缅怀之情为前行动力
本报记者

何

伟

程琳琳是海南省海口市一位“80 后”母亲，今年的清
明节假期，她没有让孩子参加各种辅导班，而是带孩子体
验了“红色旅游”。
在临高县解放海南岛登陆点烈士纪念园，程琳琳
给孩子讲述起了这里曾发生的英雄事迹，“这位黄长
轩烈士牺牲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他开始并不会游
泳，但是通过不断学习，他不仅成为游泳高手，而且
还学会了在海上打仗，他非常勇敢，你长大了要向他
学习”。程琳琳拉着孩子的手，边看边讲述着烈士们
的事迹。
“我想让孩子学习先烈们身上无私无畏、坚毅勇敢的
精神。”程琳琳告诉记者。
和程琳琳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记者在解放海
南岛登陆点烈士纪念园、海口市金牛岭公园解放海南岛
战役烈士陵园、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看到，来缅怀先烈
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年轻人的身影。
“我会牢记革命烈士的教导，争当热爱祖国、理想远
大的好少年，争当勤奋学习、追求上进的好少年，争当品
德优秀、团结友好的好少年……”4 月 2 日，金牛岭公园解
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2000 多名小
学生庄严宣誓。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让我很感动，虽然他们已经离
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精神永存。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
生活，今后我一定会学习他们勇于吃苦、不怕牺牲的精
神，发奋学习，努力拼搏。”海口实验中学的一位学生告诉
记者。
海口市革命烈士纪念物管理所所长夏冰告诉记者，
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作为海口市青少年教育基地和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海口市各学校都会组织
学生来这里扫墓，仅 1 日上午就有 20 多所学校 4000 余
名学生前来祭扫。

清明假期首日铁路发送人次超千万
本报北京 4 月 3 日讯 记者齐慧从中国铁路总公司
获悉：2 日是清明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162.3 万
人次，比去年高峰日增加 115.7 万人次，同比增加 11.1%，
其中动车组发送量占比近一半。
为满足广大旅客假日出行的需要，铁路部门增开多
趟旅游列车。沈阳铁路局在辽宁、吉林等主要城市间增
开了 23 对旅客列车，同时为方便东北边远地区百姓清明
扫墓、祭祖出行，沈阳铁路局还组织开行了“站站停”短慢
车 65 列；郑州铁路局增开“梨花专列”
“南水北调号”等旅
游专列；南宁铁路局首次开行 3 对从南宁、柳州、北海去
往百色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动车专列”；昆明铁路局增
开昆明至罗平、丽江等 4 对踏青赏花旅游专列。

祭先
清明又至，又到慎终追远、
礼祭英魂的时刻。
一个名为《这个清明，用你
的手为英烈的碑文描金》的微
信吸引了数十万人参与。人们
拿起手机，细细抚看人民英雄
纪念碑底座的每一幅浮雕，默
念着虎门销烟、武昌起义、五四
爱国运动、南昌起义、胜利渡长
江解放全中国一个个彪炳史册
的历史事件，重温着中华民族
苦难抗争的辉煌历程。然后一
姜
笔一画地为“人民英雄永垂不
范
朽”描金，寄托着无尽的哀思。
一个编号为 81192 的数字，
一定听到了人们的深情呼唤。
人们始终铭记，15 年前的 4 月，
驾驶着编号为 81192 战机的王
伟，以生命捍卫了祖国的领空。
那段壮烈的记忆已经化作深沉
的民族集体记忆，在这个清明
被人们接力缅怀、
反复传颂。
这是安享和平春光深切感
恩的我们，给予革命先烈的由
衷礼赞。这是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砥砺奋进的我们，对
前辈英魂的深情告慰。每一次
追 思 ，都 是 一 次 精 神 的 洗 礼 。
每一次怀念，都是灵魂的净化。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王伟，
也不会忘记董存瑞、邱少云、罗
盛教，同样不会忘记数以千万的为祖国独立和人民和
平而付出生命的无名英雄。他们写就的不畏强暴、血
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他们诠释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爱国情怀，他们践行的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闪亮最坚强的底色，是助力中
华民族昂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精神基座。
从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懂
得了一句话：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用鲜血
染成的。每个少先队员都应该佩戴它爱护它，为它增
添新的荣誉。当我们长大成为祖国的建设者，当我们
成为祖国强大的受益者，更应清醒地认识到，理想信念
这个精神之“钙”，一刻也不能松懈，一刻也不能疏忽。
它已融入我们的血脉，是我们战胜昔日艰难险阻的有
力法宝，更是我们开创美好未来的精神领航。
祭先烈英灵，固信仰根基。让我们凝心聚力，谱写
波澜壮阔的时代新篇章，让先烈为之欣慰，让人民为之
自豪。

固信

江西南昌：

手抄“三风”传播正能量
本报南昌 4 月 3 日电 记者刘兴报道：
“ 佳节清明
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
蒿共一丘。”4 月 3 日下午，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百花洲
街道的微信公众号向每一位“粉丝”发送了当天征集来
的由居民群众、社会各界人士等书写的国学经典。一
张由国家语言文字应用科研项目负责人黎传绪手书的
《清明》通过微信呈现在群众面前。
“这首黄庭坚的诗说的是无论你做官还是为民，最
后都要回到同一个点：老去。只是生命的过程并不一
样。告诉我们清明节不仅仅是凭吊亡人，更是警醒活
着的人。在清明节重温国学经典，真是受益匪浅。”百
花洲街道包家巷社区居民简红在微信评论中写道。
为了弘扬正能量，营造“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
的浓厚氛围，从 3 月中旬开始，百花洲街道利用街道微
信公众号，开展手抄“三风”经典活动，每天向 8000 余
名公众号“粉丝”推送国学经典，一时成为当地热点。
10 多天的时间，手抄“三风”活动逐渐从社区走向
全市。时值清明节，南昌市育新学校一（1）班的学生
们就领到了背诵、手抄杜牧所著《清明》的家庭作业。
班级老师万莉莉说：
“ 要想使孩子成为有用之才，首先
就得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而抄写、诵读国学经典则
是一条最好的捷径，这不仅能为孩子一生打点文化底
色，而且能促使‘三风’转化为每个家庭的内在需求，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广大学生家庭实现‘中国梦’
的力量和源泉。”

上图 4 月 1 日，一队小学生前
往河北省涉县赤岸村的八路军 129
师革命旧址纪念馆祭奠革命先烈。
据该纪念馆负责人介绍，在临
近清明的一周以来，这里每天接待
参观祭奠者都在万人以上。
本 报 记 者 宋 美 倩 、通 讯 员
冯晓广摄影报道
右图 身着古装的参祭人士在
祭祀音乐中跳起了古代最高规格的
祭祀舞蹈——八佾舞。4 月 3 日上
午，江西南昌在绳金塔风景区举办
大型公共祭祖大典。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清明假期第二天祭扫人次达402.9万
本报北京 4 月 3 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清明节小
长假第二天，各地迎来群众集中祭扫高峰。各地民政、公
安、交通、工商、城市管理等部门密切配合，应急准备充
分，服务保障到位，宣传引导有力，群众祭扫秩序良好，未
发生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根据民政部清明节工作办公室对全国 150 个观察点
数据统计，各观察点全天共接待祭扫群众 402.9 万人次，
比前一日增长 2.6%；疏导车辆 48.9 万台次，比前一日减
少 3.9%；参与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为 2.5 万余人。全天
祭扫高峰时段为 12 点以前，高峰时段祭扫人数超过全天
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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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重访芦山灾区——

吉林长春：

触摸那些坚强与温暖
3 年前，突如其来的芦山地震重
创巴蜀大地，196 条生命瞬间即逝。
经过两年多灾后重建，一座崭新的家
园正在废墟上崛起。
清明节之际，记者重访芦山地震
灾区。那些因灾痛失亲人的家庭，那
些为重建逝去生命的党员干部，带给
我们的是坚强与温暖。
临近中午，芦山县宝盛乡凤头村
村民王琼在灶台上忙碌起来——每
天给附近施工的工人做饭。
不一会儿，
一盘热腾腾的葱花炒蛋就出炉了。
王琼的丈夫杨本明是一名村社
干 部 ，在 地 震 中 不 幸 被 巨 石 砸 中 身
亡。核实灾情、发放物资……震后半
年多，王琼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挑起了
丈夫的责任。
“ 我在帮老杨完成他应
该做的事。”
如今的王琼，已成为家里的“顶
梁柱”……在终日的劳作中，手变粗
了、皮肤变黑了、说话更大声了，但她
的眼神，却比过去更加刚毅了。
清明节来临，王琼带着两个孩子

去看望了丈夫，捎去思念、捎去放心
——“大家现在都很好。你放心，无
论多苦，我都会把两个孩子养大，让
他们成为有用的人。”
在震中龙门乡王家村石刀背沟
组，几栋小洋楼格外引人注目。其中
一栋，就是村民苟全芬的家。
红墙黑瓦，
“ 水落之家”的农家乐
招牌迎风飘扬，门窗上还贴着一张张
鲜 红 的“ 喜 ”字 ……“ 女 儿 女 婿 很 孝
顺，经常回来看我。小儿子去年刚毕
业，现在宝兴县一家国企工作。”谈到
现状，苟全芬满脸幸福。
苟全芬的家在地震中损毁了，丈
夫也不幸遇难。丈夫的墓就在新房
的后山上。每逢节日，苟全芬都会去
看他，给他“汇报”家里的近况。
这是一个坚强而勤劳的女人。
背灰、砌砖、和沙……为了省钱，建房
时，许多活她都自己干。
震后，附近的水落溶洞逐步开发
成旅游景点……苟全芬又准备将房
子装修好，办农家乐。

“轩轩乖，不要调皮。”在石棉县
安顺场镇，陈叶正在哄女儿睡觉。
“他是个开朗的人，
女儿好动，
特别
像他。
”
提起丈夫，
陈叶有些凄然，
“他是
个好老公，
对家庭、
工作都很负责。
”
陈叶的丈夫张杰是石棉县回隆
彝族乡团委副书记、石龙村包村负责
人。震后，石龙村遭遇特大山洪，张
杰为疏散群众安全转移而牺牲，年仅
30 岁。当时，轩轩还未出生。
在同事刘晓东眼中，张杰是个憨
厚而能吃苦的小伙子。芦山地震时，
他正在休假，陪伴怀孕的妻子。当灾
情来临时，他立即赶回石龙村抢险救
灾，整整 15 天没回过家。
在山洪中安全转移的 50 户村民
住进了新村聚居点；对面的元宝山满
是郁郁葱葱的枇杷树，那是张杰震前
规划建设的一个项目。
“他是一粒种子，落到哪里，就能
让哪里开花。”村主任邓联华说。
文/新华社记者 董小红 叶建平
（据新华社成都 4 月 3 日电）

“小手拉大手”弘扬文明家风
本报讯 记者李己平报道：吉林省长春市通过开
展“写家信 晒家规 助成长”活动，通过“小手拉大
手”，以家庭撬动社会，传承家庭美德、培育良好家风，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写家信 晒家规 助成长”是由该市农安县文明
办率先发起的活动。该县有关负责人说：
“这一活动得
到学生和家长的热烈响应，仅开安镇就有 3000 多个
小学生家庭参与到了写家信活动中。大批优秀、感人
的家信被传诵、展示。”以开安镇政府、开安中心小学为
主的家规寻找团则深入到近百个家庭当中，与候选家
庭理家规、溯根源、寻实证，共寻找、挖掘出好的家规
100 多条，将整理后的家规家训向社会公示。
清明前夕，
“ 写家信 晒家规 助成长”主题实践
活动在开安镇中心小学举行展示会，会上依次播放了
《存好心 干好事 做好人》
《读书须用意 一字值千
金》等 8 个家庭的家规专题片，真实还原了家规的本来
面目，体现了家规的丰富性和教育性。
长春市文明办副主任姚丽告诉记者，为弘扬文明
家风，长春今年在全市推广“写家信 晒家规 助成
长”活动，传承家风家训的好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正
能量。长春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
工委等部门日前在全市中小学生中开展相关活动，以
“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和家庭、学校、村镇（社区）三结合
的形式积极组织学生、家长广泛参与到活动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