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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乔伊蕾

4月4日下午，湖南烈士公园。
春雨绵绵，难阻人们对革命先烈

的缅怀之情。 游人们撑着雨伞，手捧
鲜花，踏上一级级青石板台阶，走进
湖南烈士纪念塔，向英烈鞠躬、献花。

英烈墓碑前摆满了鲜花、 花圈，
一朵朵垂挂在烈士纪念塔门前松树

上的白色纪念纸花，如同英烈们的心
一般朴素、纯洁。

“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我
们换来和平、幸福的年代，我们永远
都不能忘记。 ”家住长沙市开福区的
居民吴国敬告诉记者， 每年清明节，
他都会约亲戚朋友一同前来，为英烈
献花，向他们致敬。

在父母的陪同下，10余名来自长

沙市清水塘第二小学的学生手捧鲜
花，在英烈墓碑前排成排，一齐默哀、
鞠躬。 “我们特意在清明期间带孩子
来缅怀先烈，就是为了让他们多了解
历史。 ”一位名叫刘兴蓉的家长表示，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在面
对艰难困苦时，学会坚强，更加珍惜
今天的幸福生活。

“面对牺牲， 先烈们毫不犹豫，

挺身而出， 把宝贵的生命无私地献给
了祖国和人民， 这样的精神怎能忘记？
又怎能教我们不肃然起敬？” 长沙外国
语学校教师陈映红驻足英烈墓碑前，
神情肃穆， 默默哀悼， 久久没有离去。
她说： “无论时代怎样发展， 我们都
应该铭记这些为了人民幸福而英勇牺
牲的烈士们， 更应该将他们的精神世
代相传。”

玫昆仑

每逢清明时节，祭奠逝者、寄托
哀思， 殡葬花费自然会进入大家的
视野。

据3月30日《西安晚报》报道，在
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墓园， 一块大小
只有两三平方米的普通墓地， 售价
都在三四万元； 价格最高的是一块
规格为1.4米×1.2米大小的墓地，标
出的售价为68800元。

在土地资源日益匮乏的疾呼声
中，“大型墓”、“豪华墓”、“天价墓”
这样的词汇难免令人感到刺耳，公
众不满甚至痛心于丧葬在收费、管
理上的不合理现象。

事实上，供求决定价格。 正所谓
“葬而丰不如养之厚， 悔之晚何若孝
子前”， 与其在殡葬时讲排场风光大
葬、清明节祭扫时烧“万炷香”，倒不如
在老人活着时，多送上“孝心汤”。 “天
价墓”买的人少了，价格自然就降了。

羊羔跪乳、乌鸦反哺。人只有活
着才能体会到“幸福”，一个真正的
孝子贤孙， 应在老人有生之年常伴
其左右，常对老人嘘寒问暖，做到多
一些关心。作为晚辈，应该时刻感知
并回报亲恩， 在亲人活着时给他们
尽可能多的关怀与照顾， 尽到自己
的责任与义务。 风光的殡葬和祭祀
不过是生者给自己的安慰， 对死者
而言已没有任何意义。

对于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生前
的关爱才是最重要、最珍贵的。 我国
社会老龄化时代正在加速到来，正确
的“孝道”和“孝行”观日益成为全社
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 在这方面，
每个人不但要形于言，更要践于行。

本报4月4日讯 （通讯员 左媛媛
记者 李宁） 今天， 韶山市旅游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 ， 清明小长假期间 ，
韶山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29.47万人
次， 同比增长48.8%； 旅游门票总收
入达64.8万元， 同比增长19.8%。

献花、 诵诗、 唱歌、 植树……4
月2日， 来自河南省开封市的李成功
一家三代21人， 捧着鲜花齐聚韶山
烈士陵园。 在毛泽东六位亲人的铜
像前， 他们清洗烈士墓碑 ， 敬献鲜

花， 朗诵 《七律·到韶山 》， 还一起
合唱革命歌曲 《红军战士想念毛主
席》。 与许多其他来韶山参加祭扫的
游客一样， 李成功的外套上别着一
枚金色的毛主席像章。 他深情地说：
“在韶山过清明节的感觉很特别， 对
我及我的子孙而言， 更多是来寻找
一种精神信仰。”

4月4日 ， 韶山更是迎来了游客
新高峰， 共计11万人次 。 在韶山毛
泽东广场， 游客们或献上一束鲜花，

鞠躬致哀； 或在肃穆的音乐声中为
主席敬上一杯美酒 ， 以表怀念 。 常
德市的100多名中学生在毛泽东广场
举行了18岁 “成人礼 ” 活动 ， 他们
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 许下 “努力成
为中国未来栋梁” 的铮铮誓言 。 带
队的陈老师说： “在充满红色文化
底蕴的韶山领略一代伟人成长的岁
月， 体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
人民奉献的无私精神， 应当是中国
年轻人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课。”

本报4月4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饶兴军 ） 敬献花篮和鲜
花， 共青团员举手宣誓， 中小学
生齐诵红色经典…… 4月 1日上
午， 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和
邵阳市文明委主办， 城步苗族自
治县委、 县政府承办的 “我们的
节日·清明———祭英烈、 忆长征、
感党恩” 活动启动仪式， 在城步
丹口镇莲花桥革命烈士纪念碑前
举行。

省文明办负责人介绍 ， 举

办这次活动 ， 是为了引导人们
纪念先人 ， 慎终追远 ， 缅怀先
烈光辉业绩 ， 弘扬红军不怕牺
牲 、 英勇奋斗 、 坚忍不拔的革
命精神 ， 进一步增进热爱共产
党 、 热爱社会主义 、 热爱伟大
祖国的情感 ， 把老一辈革命家
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 共
创幸福美好未来。

据了解， 1934年9月11日， 城
步丹口镇发生莲花桥战役。 红军
扼守此桥 ， 以3个连迎击数十倍

于己的敌人， 打退敌人3次进攻 ， 多名红
军战士英勇牺牲。 解放后， 在此建立了革
命烈士纪念碑。

活动启动仪式上， 省文明办要求各地
充分利用烈士陵园、 烈士公墓、 烈士纪念
馆、 烈士纪念碑等各类烈士纪念设施和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广泛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的群众性纪念活动， 积极开展中华经典诵
读、 重走革命先辈道路、 网祭英烈和文明
祭扫活动， 引导人们在祭祀过程中革除陋
习， 形成文明健康的祭祀新风， 扎实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本报4月4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邓元祥 李进）4月1
日上午，汉寿县詹乐贫中学100多名
学生， 缓步走进帅孟奇生平事迹陈
列馆， 开展瞻仰活动。 据统计，3天
来， 该县前往帅孟奇生平事迹陈列
馆、 烈士公园和帅孟奇故居， 参加
“清明扫墓、立志成才”活动的学生
达3万余人。

清明节前夕， 汉寿县充分利用
县内“红色资源”，组织中小学生开
展“瞻仰革命先烈、加强传统教育”
活动。县政府投入15万元，对帅孟奇
生平事迹陈列馆等3个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进行了整修。 县教育局和县
内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详细制订
了各校学生瞻仰日程。 县老干局发
动老干部、老党员做义务讲解员，印
制图文资料3万多份。 同时，发动有
条件的学校组织学生登录互联网，
开展“网上祭英烈”活动。

广大学生通过实地参观、 听取
讲解， 被帅孟奇等汉寿本土先烈的
英雄事迹深深感动， 纷纷表示这是
一次思想的提高、灵魂的洗礼。

本报4月4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袁钢） 记者今天获悉， 广
铁集团清明 “小长假” 发送旅客
超过365万人次， 日均发送近91.3
万人次， 同比增长近11.1%， 日发
送旅客人数超过今年春运期间日
发送人数， 创历年清明小长假旅
客运输最高纪录。

5大客运站
日发送破6万人次

据广铁集团统计，清明小长假
广东各大火车站发送旅客超210万
人次，湖南各大火车站发送旅客超
120万人次，广州站、广州东站、广
州南站、深圳站、长沙站等5大客运
站客流旺盛， 日发送人数均破6万

大关， 长沙站发送旅客超30万人
次，日均发送旅客超7.5万人次。

深圳北直通长沙南
高铁趟趟满员

高铁是广铁集团今年 清 明
“小长假” 旅客发送量增长的重要
因素， 4条高铁发送旅客102万人
次， 占广铁总运量近三成。 武广
高铁湖南、 广东12个高铁站发送
旅客超45万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
超11万人次。 首次投入清明小长
假的广深高铁发送旅客超13万人
次 ， 日均发送旅客超3.3万人次 ，
特别是深圳北直通长沙南方向的
高速动车组备受旅客青睐， 出现
了趟趟满员的盛况。

本报4月4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胡鄂南 阳吉将）记者今天
从长沙边防检查站获悉，4月2日零
时至4月4日16时，该站共查验出入
境旅客4400余人次，较去年同比增
长7%。

据介绍， 今年清明客流小高峰
的出现， 主要由于境外湘籍后裔返
乡祭祀、探亲，以及内地居民参与境
外游人数增多所致。 根据清明期间
口岸客流量大而密集的情况， 长沙

边检站以“传承湖湘文化，展现边检
风采”为主题，开展清明节特色边检
服务活动， 特别是针对入境祭祀的
港澳台同胞当中长者较多的特殊情
况，进一步提高“特殊通道”的使用
效率， 安排 “雷锋号边检女子服务
队” 成员引导70周岁以上长者优先
通行，减少其排队等候检查的时间。
同时，在航班入出境的高峰时段，合
理调配警力，增开通道，提高通关效
率，确保了口岸畅通。

本报4月4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吴丹) 今天从省消防总队
指挥中心传出消息，4月2日至4日，
全省火灾形势平稳，未发生较大以
上火灾事故。

针对清明期间群众出游和祭
祀扫墓活动频繁、火灾危险性骤增
的情况，我省各级消防部门提前部
署，结合“清剿火患”战役回头看和
消防产品专项整治活动，组织警力
深入辖区各类公墓、寺庙、祠堂等

祭祀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重点
检查防火间距、 安全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等是否符合要求，消防安全
管理制度是否落实，应急处置预案
是否制定并组织演练等。 同时，各
级消防部门还主动配合林业公安
部门，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工作。

全省各地还结合当地的祭祀
风俗，开展“文明祭扫、平安清明”
消防知识宣传，教育广大群众安全
用火。

本报4月4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陈生真）清明小长假，吉首
各地春暖花开、天气晴好。 3月31日
下午正式开通的吉首矮寨特大悬
索桥，成为旅游观光好去处。 4月4
日，记者在桥头看到，由于车辆太
多，在这里值班的路政人员忙个不
停。 一位姓赵的路政人员告诉记
者，从4月1日起，每天来大桥参观
的人不计其数。 4月3日达到高峰，
有上万辆自驾游车开到大桥上观
光。

4月4日上午10时38分，记者驱
车前往矮寨大桥采访。路边连绵起
伏的山上，樱花开得正艳。 抵达大
桥前， 连续经过3个隧道———巴龙
隧洞、龙岛隧洞、矮寨隧洞。 3个隧
洞由架在峡谷间的桥梁来连接，形
成一道奇特风景。汽车开到龙岛隧
洞和矮寨隧洞桥梁上时，桥上已停
满各式车辆， 峡谷里云蒸霞蔚、变
幻莫测，一批游客在依着桥栏杆拍
照。

车过矮寨隧洞，来到矮寨大桥
峒河岸桥头，眼前不由一亮———阔

阔的黑色桥面， 平整地铺向对岸；
两边的索塔，高擎着黄永玉手书的
“矮寨大桥”几个大字，直指苍穹；
峡谷悠长深邃，桥下矮寨古镇和油
菜花盛开的黄色田野显得格外遥
远。挂着长沙、益阳、常德、张家界、
怀化及重庆牌照的各式小车，停满
了桥头两边的停车场。扶老携幼的
旅客操着各式乡音，纷纷走到观景
平台上，以大桥为背景留影，将各
种惊异、兴奋的表情与大桥、峡谷
一起定格在春天里。

一位满头银丝、拄着拐杖的老
太太，在与家人合影。她告诉记者，
她姓田，来自重庆秀山，今年86岁。
今晨，她与家人开着自家小车从秀
山赶过来，专门来看矮寨大桥。 “矮
寨大桥太雄了、太乖了！ ”老太太用
重庆方言感叹道。

上午11时28分，记者的车开过
矮寨大桥，从矮寨收费站下高速公
路，通过209国道，来到矮寨大桥茶
峒岸桥头的观景台上。这里也是车
满人多 ，或看桥 、或照相 ，熙熙攘
攘，热闹非凡。

烈士塔前寄哀思

饮水思源祭先烈 继往开来慰英魂

韶山清明游客近30万人次
孝时“一碗汤”

胜过祭时“万炷香”
———论“文明”、“环保”
过清明③

汉寿：
3万学生缅怀先烈

祭英烈 忆长征 感党恩
城步举行“我们的节日·清明”活动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王丹 陈淑君 刘觅

4月3日晚9时30分，张家界
国家森林公园袁家界管委会值
班室，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
破了夜的寂静。 正在值班的管
委会副主任张宏波拿起电话 ，
电话称一个女大学生游客在金
鞭溪景区乱窜坡羊寨地段 ，突
发病昏倒在游道上，请求救援。

一边火速组织救援人员，一
边迅速通知袁家界景区医疗救
助中心做好救治准备。 5分钟内，
一支由医生、公安干警、党员义
务担架队队员组成的8人应急救
援队出发了。 晚10时10分，救援
人员赶到羊寨地段，看到一名年

轻女游客脸色苍白、 双目紧闭、
嘴唇发紫， 一动不动躺在石板
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医生立
刻对女游客进行身体检查，发现
其血压低、脉搏微弱，初步断定
为体力不支引发低血糖昏迷症，
需做进一步观察治疗。

夜越来越黑，越来越冷。 救
援人员打开担架， 用绳子将患
者固定在上面。 由于山道崎岖
狭窄，路旁悬崖陡峭，救援人员
只好以 “之 ”字队形 ，借着微弱
电筒光亮， 小心翼翼抬着患者
艰难行走。

晚11时15分， 救援队伍顺

利到达袁家界景区医疗救护
站。 经2个多小时抢救治疗，女
游客慢慢苏醒过来， 脸色恢复
正常，呼吸也平稳了。 随行的3
位同伴非常感动， 他们紧握着
张宏波的手说：“谢谢你们把游
客当亲人， 是你们给了她新的
生命。 ”

据了解， 这名昏厥的女大
学生和3位同伴都是某高校学
生， 此次利用清明节假期来张
家界旅游 ，4月2日晚入住袁家
界景区客栈，第二天游玩太晚，
返回客栈途中， 由于体力不支
而引发低血糖，导致晕厥。

深夜紧急救助游客

长沙口岸清明呈现
客流小高峰

出入境旅客同比增长7%

清明小长假
广铁发送旅客365万

日均发送近91.3万人次 同比增长近11.1%

清明全省火灾形势平稳
未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

矮寨大桥成旅游“新宠”

4 月 4
日 ， 武广长
沙南站 ， 返
程的旅客出
站 。 当天是
清明小长假
的 最 后 一
天 ， 高铁迎
来返程客流
高峰。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左图： 4月1日 ， 长沙市雨花
区劳动东路小学一年级3班的周萱
阳 （左二 ） 等学生 ， 在电脑前给
烈士献上自己亲手准备的鲜花 。
周萱阳的父亲周景华是2008年我
省的抗冰烈士 。 当天 ， 该班学生
开展网上祭英烈活动 ， 用鲜花 、
默哀表达对烈士的缅怀和感恩。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上图： 4月1日 ， 怀化市洪江
区幸福路小学的学生在烈士亭前
听烈士故事。 清明前夕 ， 该区组
织数千中小学生为烈士扫墓 ， 缅
怀革命先烈， 对学生进行革命传
统教育。 刘文颖 摄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李宁）近日，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举办的2012年度人民陪审员履职培训班开班。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吸收普通公民参
与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审判的制度。 此次培训班的学员、
国防科大军转干部刘双百，是长沙市岳麓区法院的人民陪
审员，从2010年8月以来，参与了10余起民事案件的审判工
作。一次审理离婚案件，他发现情绪激动的女方是弱势的受
害方，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她在提出离婚时没有要求进行财
产分割，这将会严重损害其自身的民事权利。由于法官不能
发表倾向性意见，他便以人民陪审员的身份建议女方更改
诉讼请求，从而保障了她的合法权益。

在为期3天的培训期间，120名来自长沙市各区县法
院的人民陪审员，将接受有关政策法规的培训，开展陪
审经验交流，以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充分发挥人民陪
审员在诉前及诉讼各个阶段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

长沙120名人民陪审员受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