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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葬绿色回归
建设生态文明

本报记者 刘爱民

记者一直关注人的归宿这个重大课
题， 亲历和采访了不少家庭的生态葬。清
明节前夕，让我们分享三个家庭的树葬故
事。 看今天的中国人如何才能走得更美
好。

树葬湘江之滨，“心理上很舒服”

又快清明节了，她终于同意报道儿子
的树葬。但反复叮嘱，不用真名，只写故
事。于是，我用女篮妈妈来称呼她。

她，我省一位前女篮队员，总是一副
呵呵笑脸， 一位十分大度开明的妈妈。
2011年4月1日， 她38岁的儿子不幸病逝。
晚上记者去她家探望。

孩子他爸，是一位老公安。尽管老来
丧子，痛楚万分。但孩子近年多病，医生早
就提醒，随时有心脏骤停的危险。老两口
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我悄悄地问孩子姐
姐， 家里打算如何安葬孩子。 她回答，树
葬。我大吃一惊，问他们家里怎么会想到
这个？她说，她妈妈多年前看到了《湖南日
报》的一个报道：树葬好。我吃了一惊，这
组报道， 正是记者2002年初推出的一个
连续报道。我马上说，那我再给你们写一
个报道。女篮妈妈说，拜托你，不要写。我
问，为什么？原来，他们要把孩子的骨灰
放在附近的树下。他们知道，那是湘江风
光带上，毕竟不是太好。但不这样，哪儿去
找树呢。

第二天清晨，他们把孩子的骨灰，静
静地撒在湘江之滨的一棵樟树下面。那
后面，还有几棵松树。女篮妈妈说，等自
己和老伴百年之后， 那些树可以考虑备
选。

一晃三年过去。又快清明了。女篮妈
妈说，家人经常去看孩子。那里环境很好，
空气很好，花园一样。看到孩子融入到大
自然中，心理上很舒服。不像去了墓地，心
情不好。她还跟记者透露，当年，她看到
《湖南日报》那个树葬的报道，还和单位的
一些老同事们讨论过， 大家议来议去，认
为目前情况下，树葬环保，经济，是一种好
办法。 如果政府能够统一安排搞一片林
子，或者可以自己植树，就能够更好地满
足越来越多的树葬要求。

树葬松树下，“常受精神洗礼”

他叫王建刚， 原来在省交通部门上班，
现在灵活就业。爸爸王殿，是一位来自山西
交城的南下老干部。 妈妈则是一位老报人，
也是解放初期我党优秀的女干部。

爸爸妈妈随和，大度，时时处处严格
约束自己，宽厚待人。王殿是省交通厅享
受住房、用车、医疗三项待遇的厅级老干
部。但他开会办事，总是自行车出行。医药
费也经常自理，而不去报销。妈妈是衡阳
人， 解放初期就担任了衡阳市领导的秘
书。 两位老人在生前多次告诉孩子们，死
后，不要讲究那些，越简朴越好。

1996年， 妈妈去了。2005年， 爸爸去
了。再过3年，姐姐也去了。亲人的骨灰，开
始寄存在殡仪馆。王建刚想来想去，怎样
才能按照爸爸妈妈的要求做呢。2010年的
一天他想到了树葬。他取了一段很短的管
材， 装了少量爸爸妈妈和姐姐的骨灰。一
端封闭，一端削尖。带到烈士公园，轻轻一
按，把亲人树葬在了烈士塔北向的一棵大
松树下。那是他爸爸南下来的方向。

“每次，去公园，看纪念塔，看松树，都
是一次难得的洗礼。”王建刚说：“当年，烈
士们为之奋斗的事业， 如今大都实现了，
都在造福我们。 我们应该感到满足和幸

福。而不是动辄埋怨和不满”。时间久了，
他说，他也不记得爸爸妈妈他们骨灰具体
的位置了。感觉每次去，不一定只是去看
亲人，而是去看前贤。而且，也不只是清明
才去，经常去，每去一次，都是一次心灵的
净化和洗礼。当然，他也认为，树葬的树，
最好能统一规范。

树葬确实好，“想为女儿找棵树”

她叫彩云， 长沙市一位下岗女工。也
是记者长期联系的报道对象———长沙市
首家破产企业一位下岗女工的妹妹。两姐
妹的老公也都是下岗职工，身体都不是太
好。更要命的是彩云的独生女也患病，一病
就是好几年，不堪忍受。今年元月9日，竟然
跳楼走了，年仅31岁，留下8岁的女儿。她所
在的芙蓉区朝阳街道社区很是关心，不但安
慰救助这个不幸之家，还马上组织人帮着火
化了。由于事发突然，第二天家人和亲戚取
到骨灰，不知如何安放是好。正好记者赶去
慰问，建议是否考虑搞树葬。

全家人都赞同，彩云说，昨天，社区的
领导也是这样建议的啊。 如果要买墓地，
几万块钱一时还拿不出呢。以后，这外孙
还要上学啊什么的，也要钱啊。树葬又环
保又经济，好啊。

问题是到哪儿去树葬呢？一定要找棵

树才行啊。 亲戚中
有人建议， 到乡下
找棵树。 但是
太远，8岁的孩
子如果
想看看
妈 妈 ，

不方便啊。也有人建议，是否就
到岳麓山上找棵树呢。也不太妥
吧，毕竟，那里是国家的风景区。
于是，大家议定，先暂且把骨灰
寄存几月，等清明前后，再通过
社区或是民政等相关部门，呼吁
呼吁， 请大家为女儿找棵树，把
骨灰撒在树下，就算是圆了全家
人的一个心愿。

树葬何处
———看3个家庭的实际做法

圆他们的绿色梦想
———来自湘雅医学院遗体捐献

中心的回应
本报记者 刘爱民

“一定实现两位老人的要求，到时，取少量骨灰
撒于绿树之下。以圆他们的绿色梦想。”湘雅医学院
遗体捐献中心何老师，还有主任杜亚政，都这样认真
地对记者说。

这是对本报昨日报道《320岁的承诺》的一个回
应。捐赠遗体贡献社会，再行树葬绿色回归。老师们
对两老的想法赞誉有加。他们告诉记者，今年清明节
前后，长沙市将会为遗体捐献者立碑刻名。杜主任还
透露， 他们还将在已经建立的医学形态学科技馆设
立遗体捐献纪念碑， 以电子触摸屏的方式为捐献者
树碑立传。

记者问了一个细节，如果陈雄玉夫妇先后离去，
能否把他们的骨灰撒在同一片森林之中， 并且告知
老人的后人呢。杜主任说，可以，完全可以。

他们还告知记者， 以前捐献遗体的很少。 这些
年，人们的观念在进步。尤其是1998年湘雅医学院组
建了遗体捐献中心之后，捐献遗体的越来越多了。同
时，他们也托记者转告社会，遗体捐献中心可以应捐
献者的要求留骨灰，由家属自行处理，也可以由他们
统一人性化地处理遗体。但一般不会统一组织树葬，
因为要尊重捐献者和家属的意愿， 按照他们的方式
处理。

记者寻思，如果能推行一种遗
体捐献加骨灰树葬的方式，可能会
极大地推进这两件好事的进程。这
次医学院的回应，无疑是一次有意
义的破题。

■记者手记：

要落实到树
三个不同的家庭，一个共同的

选择：树葬。
据权威人士研究 ，树葬 ，是目

前世界各国公认为最好的生态安
葬方式 。但要推行树葬 ，确实有一
系列的问题需要配套解决。核心问
题是，如何选择那棵安憩逝者灵魂

的树？还有如何界定树葬，以及具体到树的管理，树
的产权等，实在值得探究。记者认为，在已有的公共
景区或公园等地方找树，明显不合适。但开辟合适的
树葬园林，并且把其建成风景区，却是完全可行。这
就又生出了一个树葬园林的规范和管理费用问题。
希望这三个家庭的生态安葬故事， 能引发大家和相
关部门的思考和行动。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何淼玲 徐典波 通
讯员 彭勇 胡莎）今天，由岳阳市人民检察院起
诉的“10·30绑架（杀人）案”凶犯张兴艳被岳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张兴艳是岳阳县筻口镇人。 其父与被害人
的爷爷张伟（化名）是堂兄弟关系，且为多年邻
居。由于两家建房和排水问题有过矛盾，且自己
做炮筒生意亏损欠债数额较大， 张兴艳便产生
了绑架张伟的孙子张小文（化名，男，8岁）以勒
索钱财并发泄私愤的想法。

2013年10月19日，张兴艳来到临湘市源潭镇
某移动营业厅以假名办理了一张手机卡，以备日
后绑架勒索打匿名电话使用。10月30日凌晨4点

半，张兴艳便起床，将自己的比亚迪黑色轿车前后
车牌的最后两位数字用塑料薄膜缠绕掩盖， 随后
开车前往岳阳县筻口镇七市村。6点左右， 在七市
村陆家组一座小桥路段， 张兴艳发现了步行去乘
坐校车的张小文、刘梅梅（化名，女，8岁，张小文继
母的女儿）和张小薇（化名，女，9岁，同村居民），便
以“送他们上学”为由，将3人骗上车，朝临湘市方
向行驶。 到达临湘市忠防镇， 张兴艳将张小文单
独骗到竹林里，趁其不备将其杀害，将尸体扔在附
近隐秘的草丛中。第二天，又将刘梅梅、张小薇杀
害。10月31日晚上11点半， 张兴艳用假名买来的
手机卡打电话给张伟，以张小文等3个小孩在自己
手上为由，向两个家庭勒索90万元人民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3月 20日

第 2014071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440 1000 1440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2123 160 339680

5 7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3月20日 第2014030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4300105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20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352776
0 13573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737
90313

1658283
12072805

92
2816
53377
400080

3000
200
10
5

19 23 24 301812 10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吴希）用医疗CT图
实现三维重建，再打印成物理模型，供医生作为
手术参考。 这种术前医疗模型在国外已使用多
年，在国内医院却是空白。昨天，记者从湖南盈
博科技公司了解到，从2013年起，其对3D打印
应用的探索和材料的研发， 目前获得了突破性
的进展， 并成功应用到省儿童医院先天畸形矫

正手术中，效果得到医生和患者的认可。
“3D打印模型能提高医疗手术精确度，使

用模型后更直观地体现患者的病理状态， 优化
医生的手术方案。”该项目负责人介绍，相比传
统手术， 使用术前医疗模型的手术时间将降低
三分之二。术前3D打印的病理模型能让医患沟
通更直观，减少医疗事故及纠纷。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伍西明 王洁 ） 生病了该看什么专科？相
关专家什么时候看门诊？这些健康咨询、
疑问解答， 只要拨打一个电话就有专业
人士解答，还能预约挂号。今天，湘雅医
院发布消息称， 该院24小时公益服务热
线0731-89753999正式开通，为病友提供
全天候“一站式”专业咨询和预约挂号等
服务。

湘雅医院院长孙虹表示，医院专门成
立了病友服务中心负责非医疗服务，希望
将预约挂号、预约检查、交费、看化验单、健
康咨询等服务做得更好， 方便患者就医。
2013年，该院与台湾联新国际医疗集团合
作，共同开发了病友服务呼叫中心管理系
统。病友可通过拨打公益热线，详细了解
相关疾病的专科、专家出诊时间、就医流
程、住院事宜等信息，可有效减少因信息

不对称等原因造成反复就医的麻烦，提高
病友就诊的准确率及就诊效率，尤其为外
地病友提供准确快捷的就医信息和预约
挂号等服务。

据悉，该呼叫中心拥有数十名专职坐
席人员，大多为医护专业背景，且通过专
业集中培训。如遇不确定的专业病情问题
时，将会咨询相应科室医师后，予以病友
及时的电话回访。因湘雅医院实行预约挂
号实时扣费，如病友持有该院诊疗卡且卡
内额度足以支付门诊挂号费用，即可拨打
呼叫中心专线预约挂号；如需取消或改约
已预约号源，只需于就诊日零点之前拨打
电话即可办理，已扣费用也将如数退还至
卡内。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杨文）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 今天上
午， 省第二人民医院举办大型义诊活动，
为现场群众提供“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
表”免费现场测量及指导。该院睡眠障碍
治疗中心骆晓林主任介绍，春季睡眠障碍
门诊量较其他季节多两成，对睡眠好坏的
评价，不能光看时间，更要看重质量。

骆晓林介绍，睡眠障碍按临床表现可
以分为睡不着、睡不够、睡不好、怕睡觉、
黑白颠倒等5类，而健康睡眠也必须从这
5个方面中去纠正。睡眠的最佳状态是快

速进入深度睡眠期， 深度睡眠中没有噩
梦。 目前该中心日均门诊人次约30人，春
季睡眠障碍增多跟春季心理、精神疾病高
发有关。

失眠症患者到医院就诊时，大多数被
给予各类安眠药物治疗。 骆晓林提醒，安
眠药的优点在于见效快， 对缩短入睡时
间，减少醒觉次数，延长睡眠总时间，提高
睡眠效率等都有明显改善作用。但长期服
用安眠药也有很多副作用。如何正确地使
用安眠药，也是摆在临床医生面前的一个
重要问题。骆晓林认为，认知行为疗法、运

动疗法、睡眠卫生教育等非药物方法治疗
失眠症亦有一定疗效，其中认知行为治疗
对失眠患者的不合理信念和行为有很好
的纠正作用，有助于恢复失眠患者的睡眠
感，且避免了用药带来的副作用，但缺点
是起效时间长，见效慢。

不少人觉得自己睡足了8小时以上，
为什么却还是感觉没精神？ 骆晓林解释，
有的人睡眠时间充足，但深度睡眠不足或
缺失。深度睡眠虽然只占整个睡眠时间的
25%，但只有在深度睡眠状态下，大脑皮层
细胞才处于充分休息状态，
这对于消除疲劳、恢复精力、
免疫抗病等都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

“10·30绑架（杀人）案”凶犯一审被判死刑

长沙诞生国内首个术前3D打印模型

湘雅医院开通24小时公益热线

“挂号、咨询、答疑”一个电话搞定

春季睡眠障碍门诊量增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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