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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4月 4日讯 （通讯员
付姣龙 记者 唐婷 ） 缅怀公安英
烈，凝聚警心警魂。清明节期间，祁
东县公安局组织青年公安民警，举
行以“缅怀英烈、庄严宣誓”为主题
的缅怀活动， 前往国家一级英模、
革命烈士官同生墓前， 缅怀英烈，
寄托哀思。

官同生烈士生前是祁东县公安
局民警。1981年5月28日，官同生和

战友们为了抓获公安部通缉的7名
盗枪罪犯， 在与一名持枪罪犯的搏
斗中，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年仅33
岁。公安部和湖南省委、省政府分别
授予他“一级英模”“优秀共产党员”
“革命烈士”光荣称号。4月1日上午
9时， 祁东县公安局20多名青年公
安民警， 徒步前往鼎山公园官同生
烈士墓前，向烈士敬献花篮，默哀、
敬礼，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重温入警

誓词。
“烈士就在身边， 离我们这么

近。” 这两天，90后民警许天喜和
同事们时不时总要转到烈士墓前
看看。 许天喜告诉记者，读
高中时就从老师那得知，祁
东公安史册上有位英烈叫
官同生，长眠在祁东一中后
面。 也许就从那一刻起，心
里对公安有种说不出的情

结，最终也干了公安。“一份责任一
份担当， 我们要继承烈士遗志，始
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
察。”

湖南日报4月4日讯（徐德荣 成
俊峰 袁义生）“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继承革命行列的光荣传统，爱祖
国，爱人民……”4月1日上午，耒阳市
烈士陵园里歌声嘹亮， 万余名学生、
群众、烈士亲属、驻耒部队官兵等手
捧鲜花， 汇集在革命烈士纪念广场，
庄重地举行烈士祭扫活动。

9时30分，烈士祭扫活动正式开
始，大家向烈士纪念碑默哀。之后，耒
阳各界万余人等向烈士纪念碑敬献
花篮。“今天，是耒阳烈士陵园历经二
次大规模提质改造后第一次举行这
么大规格的烈士祭扫活动，原以为只
有3000至4000人参加， 但今天来了
1.2万余人。” 耒阳市烈士陵园管理
处主任冉庆平介绍。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陈鸿
飞）今天，抗战名将戴安澜的幼子戴
澄东首次来到南岳忠烈祠， 祭奠父
亲及其他抗日先烈。

抗日战争期间，戴安澜率领部队
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 昆仑关等战

役，歼敌无数。1942年3月，为掩护盟
军撤退， 他率中国远征军200师出征
缅甸，歼灭日军5000多人，返国途中
遭伏击，不幸中弹，伤重不治身亡。

当天， 首次踏进南岳忠烈祠的
戴澄东， 为其父亲等抗战英烈敬献

鲜花，虔诚地三鞠躬。他还将自己为
父亲编写的书和画册， 捐给南岳区
文物局。

戴澄东是戴安澜最小的儿子，
戴安澜为国殉难时， 戴澄东刚满周
岁。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陈永刚
李曼斯）今年清明小长假，长沙天气
适宜，旅游市场全面升温，形成了春
节后第一个旅游高峰。据统计，清明
小长假期间，该市共接待游客86.62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11.85亿
元。

清明小长假， 长沙踏青赏花休
闲游持续火爆。省会周边油菜花、樱
花、郁金香、杜鹃花等盛开，草莓等
时令水果也进入采摘期。 广大游客
畅游花海、 踏青采摘， 品尝农家饭
菜、体验乡村劳作。宁乡县关山古镇
推出赏桃花、品“三国”、免费观看皮
影戏等特色活动。 望城黑麋峰国家
森林公园推出了“洗肺”之旅 。灰汤

温泉推出泡温泉特惠一日游， 除了
泡温泉，还可看鸵鸟、捉土鸡、现做
地菜煮土鸡蛋等。 宁静优美的生态
环境以及纯朴的乡村生活， 吸引了
大批游客。

清明祭祀旅游已很火。 湖南烈
士公园、 杨开慧纪念馆、 刘少奇故
居、 胡耀邦故居等红色旅游景区成
为人们重温历史、 传承英雄精神的
教育基地和红色课堂， 众多游客借
清明假日，带领孩子缅怀先烈，进行
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另据统计，清明假日期间，来长
沙的外地游客以广东、湖北、江西、
上海等地客人为主， 占外省客源
60%以上。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4月3日，春光明媚。衡南县云集
镇江新村这个并不起眼的小山村，因
一群客人的到来， 打破了往日的宁
静。10余位年近花甲老人步履蹒跚，
来到村里。

“42年前，时光回溯到1975年3
月,同样是这条土路上，那时我们只
有十七八岁。” 家住衡阳市区的老知
青梁建胜告诉记者，他们当时是一群
刚被下放到江新村林场的知识青年。

“今天我们自发去悼念一位女英

雄，她为了抢救同伴，把生的希望让
给别人，把死留给自己。 说话的老知
青名叫梁建胜，是这次重返故地寻墓
的牵头人，梁老口中的英雄，是当年
一起下放到江新村林场的女知青罗
东凤。为了能够如愿在罗东凤的坟前
鞠上一躬，梁建胜联系了当年一起共
事的知青，还找到当地村妇女主任以
及当年亲手埋葬过罗东凤的原江新
村林场会计李宁前。

“那时， 江新村林场有17个知
青、7个老农，24个人吃饭，挑水做饭
的担子都压在罗东凤一个人身上。”

说起刚到林场的经历， 梁建胜的心
中百感交集。 罗东凤当时的挑水地
点就在山脚下的八一水库， 为了保
障大家的用水， 他记不清罗东凤在
曾经的挑水路上来回走了多少趟，
摔了多少跤。

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当天忙完
农活的知青们正要吃晚饭，不料从山
脚下的八一水库传来一阵急促的救
命声。“当时我们3个女知青在水库边
上洗衣服，大家笑着闹着，脚步慢慢
滑到水库中央，当时3个人都落水了，
命在旦夕。” 老知青杨益娟回忆当时

的情形， 心有余悸。“罗东凤走在最
后，她会点水性，跳进水库来救我们3
人，到最后精疲力竭，献出了18岁的
宝贵生命”。

越往前走， 寻找的难度越大，满
山的荆棘丝毫没能阻挡知青们前行
的脚步，在进山寻找3个多小时后，负
责带路的李宁前传来了好消息。

大家很难想象这处连墓碑都没
有的土丘，就是当年罗东凤的葬身之
处。见到此情此景，一些老知青泣不
成声。“罗东凤躺在这里已经41年了，
同学们都怀念她。”老知青蔡仲勋说，
她是一个救人英雄，今天寻墓如愿以
偿， 我们也放下埋藏心里多年的包
袱。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王
晗 通讯员 李嘉） 跋山涉水2公里，
巡视电力铁塔5座。今天，来自长沙
各行业的10名网友，在国网长沙供
电公司员工带领下， 参与巡山防火
护线，沿途发放严防山火、保护电力
设施宣传资料。

今天上午8时30分，10名网友
踩着山间小路，穿过灌木荆棘，出发
体验电力巡线工人的艰辛。“像这样
的基塔，我们每天要巡视十
几座。” 有多年巡线经验的
电力工人黄抚君带领大家
巡线时介绍。

为防控山火发生，今年
清明假期前，长沙供电还精
心部署， 组织摸底排查，明
确防山火重点区域，对输电

线路通道进行清理， 并采用无人机
进行全面线路监测。清明期间，启动
输电线路防山火应急值班， 对山火
风险较高区段派专人蹲守。

“以前用电，从没想过电是怎么
来的。现在亲身体验巡线后，了解了
电来之不易。”网友“平淡以致远”体
验巡山护线后表示， 节约用电人人
有责， 要呼吁身边人一起保护电力
设施。

4月4日， 衡阳市烈士陵
园， 南华大学青年志愿者在
帮助行动不便的市民。 清明
节期间， 南华大学开展清明
便民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青
年志愿者来到衡阳市烈士陵
园，疏导扫墓市民，帮助行动
不便的市民祭扫， 劝导市民
禁放烟花爆竹， 倡导文明祭
扫。

黄政豪 曹正平 摄影报道

“烈士就在身边”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周俊 王
玖华 贺龙衡）“巍巍青山埋忠骨，朵
朵白花奠英灵。”4月1日， 双峰县花
门镇大托烈士墓一派庄严肃穆 ，
1100多名干部、群众、学生，举行隆
重的祭奠仪式， 深情悼念1949年石
龙山战斗中英勇献身的37名烈士。

据村民陈伯齐老人介绍，1949年
8月13日至1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
北野战军挺进湖南， 打响衡宝战役，
并在石龙山地区进行激烈战斗，其中
37名战士不幸牺牲，长眠于此。当地
群众将烈士遗骨收集，并于1971年修
建了一处简易墓地。2010年清明节，
双峰县在原墓地基础上， 重新修缮、
扩建，激励后人，纪念先烈。今年3月，
刘周林、 陈再平等7位村民， 自筹资
金，再次为烈士墓整修升级。大托烈
士墓已成为双峰县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和宣传革命历史的重要基地。

双峰县
“红色”祭奠氛围浓

踏青赏花 祭祀先人
清明小长假长沙揽金11.85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清明假期， 记者来到浏阳市龙
伏镇龙伏社区麻田湾傅家，透过傅延
旭大家庭的清明，或许可以洞见一个
家族“老字号”历经五代依然兴盛的
奥秘。

“韶光流易，桐花初放，柳絮将
飞， 报本祭祀宜庆……”“又逢三月
之清明，感雨露以兴……”一百多年
前的清明时节， 傅家在族谱上分别
用清明祭祖文和清明祭墓文记载了
祭祖、扫墓细节。简朴而庄严，感怀
“流光冉冉，世间易老，百年人芳草
萋萋。”敬畏自然，抚今追昔，感恩世
间之意，跃然纸上。

时光荏苒，已至公元2017年清
明时节， 浏阳龙伏镇麻田湾傅氏傅
延旭大家庭上山扫墓。

“……鼓三声,金鼓齐鸣，申炮，
奏大乐……主祭及分献陪祭者就位
引就位，跪，叩首……”百年前的祭
祀现场，根据族谱正祭仪注记载，如
临其境。依旧草长莺飞，百枝吐绿，
心境虔诚。只是今天没有奏乐，祭拜
安静而肃穆。

“高祖傅晓蒲夫妇创办了尚友
堂，修建了傅氏祠堂，我们家八十多
年前的全家福照片、族谱等，都收录
到了祠堂。”傅延旭说。尚友堂品牌
传到他这一代，已是第五代。

尚友堂以前经营布坊、染坊、屠
宰、斋坊、磨坊、药铺，南杂北货、文
房四宝等， 还有自己的“尚友堂票
号”，相当于代金券，可以到长沙城
指定地方买东西。

尚友堂的信誉， 与傅家严明的
家教密不可分。傅家祠堂里，家规二
十六条说，“孝为百行原， 务宜爱亲
敬长兄， 宗族宜敦雍睦邻有持强凌
弱者惩责。”家勤、家戒都以白纸黑
字的形式，将孝亲、勤俭、友善等优
良品质，作为家规加以固定，并规定
了犯戒将受到惩处。

“听我爷爷说，他小时候家里开
饭有五桌，自己家里人三桌，请的长
工两桌，都是在一起吃。”傅延旭说，
“傅家一直很受当地老百姓尊敬，在
特殊年代， 还有原来的几个长工师
傅反过来接济我们， 偷偷地送米送
稻谷。”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傅家的生
意又如老树发新枝。 傅家人与世无
争，继续诗书传家，南杂北货惠及乡
邻。

今年，傅延旭的爷爷傅怀窗九
十大寿，他还能自书门联，并作《西
江月》：“夜夜临风看月， 日日谴幸
书怀；朋友笑我是书呆，好个古董
气派。不嗜香烟蛇肉，更嫌赌博玩
牌；阳春美景自开怀，日夜书屋世
界。”

清明祭 家风传
———浏阳龙伏镇傅氏家祭见闻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王
晴 通讯员 丁佳泳 邓志强）“这束
鲜花送给您祭奠亲人，请把纸钱、鞭
炮留在这里，不要带入林区。”4月1
日， 在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牌楼村
下湾组鲜花发放点， 区委书记张中
于和镇村干部正在这里对拎着鞭
炮、香烛上山祭扫的市民进行劝导。
市民积极配合，留下一挂挂鞭炮，带
走一簇簇鲜花。

清明将至， 云溪区将文明祭祀
作为移风易俗的切入口，不断加大宣

传力度， 引导广大群众更新观念。区
里印发“文明祭扫倡议书”1万余份，
制作推送《绿色清明，云溪倡议您这
样做……》微信文章。还动员党员干
部、乡贤能人等关键少数，带头做到
不放烟花、不烧纸钱，改用种树、送花
等文明祭祀方式。同时，投入20余万
元，从昆明空运鲜花近6万枝，组织乡
镇、村组干部与志愿者，在各主干路
口设置集中劝导点，向祭扫群众免费
赠送鲜花。至4月1日，已劝阻携带鞭
炮进山市民2000多人次。

且把鲜花换鞭炮
云溪区组织群众文明祭扫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刘联波 单明海 刘福
华）“好球！”“加油！”……今天，新田
县大坪塘镇定家村篮球场上，邻近5
个村组队参加的篮球友谊赛正在这
里进行，现场欢呼声、叫好声一片。
该村支书肖祥发高兴地告诉记者：
“过去， 大家聚在一起喝清明酒，今
年，大家主动捐资办篮球赛。”在永
州大地，处处吹拂着文明祭祀新风。

近年，该市通过下发通知、发出
倡议等，引导人们文明祭祀、绿色祭
祀。同时，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和广大

干部职工率先示范。种树祭祀、音乐
祭祀等在全市迅速推广。3月31日，
该市宁远县仁和镇古坪村村民不喝
清明酒， 为该村患再生障碍性贫血
的黄好捐款15320元。当天，该市双
牌县不少村庄开展拔河赛等取代联
宗祭祖喝清明酒。在该市中心城区，
2014年以来“网络祭祀”流行，人们
在互联网祭祀平台献花、 留下思念
的语言。 在该市市直某单位工作的
黄小彪告诉记者，刚开始，家里人对
这种祭扫方式不能接受，现在，觉得
不但环保，还更能表达思念之情。

永州：文明祭祀风劲吹

长沙供电：邀网友参与巡山护线

湖南日报4月4日讯（李曼斯 尹
芳）今天，全国各地游客来到宁乡县
花明楼景区， 相聚在刘少奇同志铜
像广场，参加“传承红色基因、凝聚
中国力量”主题清明缅怀活动。刘少
奇同志之子刘源上将， 刘少奇同志
之女刘爱琴教授等3000余人参加缅

怀活动。
上午9时30分，前来参加缅怀

活动的干部群众、 游客和学生整
齐列队，手捧鲜花，肃立于刘少奇
同志铜像前。在嘹亮的国歌声中，
宁乡四中学生代表朗诵抒情叙事
诗歌《人民的思念》；刘少奇故里

管理局局长、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馆长罗雄宣读《缅怀刘少奇》；嘉
宾代表、大型文献史诗电视剧《共
产党人刘少奇》导演嘉娜·沙哈提
发表声情并茂的讲话， 期盼已久
的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即将
开机拍摄。

花明楼：传承红色基因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 今天，衡
阳县举行公祭王船山活动。来自省、
衡阳市、衡阳县船山文化研究会、致
公党衡阳市委以及学生代表等100
余人参加公祭。

当天上午，在王船山墓庐前，社

会各界人士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
深情缅怀王船山先生。 祭祀代表身
着汉服，声情并茂地朗诵船山家训，
虔诚地焚香祭拜、行酹酒礼、敬献花
束，表达对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哀思。

王船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
要人物、 湖湘文化优秀代表。 近年

来，衡阳县大力实施“文化强县”战
略，以“船山故里·国学飘香”为主题
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使船山精神得
到广泛传承和弘扬。 今年是王船山
诞辰398周年，举办公祭王船山活动
旨在弘扬船山精神， 让社会各界进
一步感受船山文化的源远流长。

衡阳县：各界公祭王船山耒阳万余人
缅怀革命先烈

南岳忠烈祠:心香一瓣祭英烈

老知青故地寻墓祭英雄

志愿服务
进陵园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周翼 肖畅 张燕 ） 清明时
节，韶山市暖风熏人，菊花飘香。该
市改变传统放鞭炮焚香烛的祭拜方
式，在多处设立免费鲜花供应点，倡
导市民与游客用文明绿色方式缅怀
先辈、敬仰伟人。

4月2日一大早， 韶山市烈士陵
园门口人头攒动，工作人员将200多
支免费鲜花摆放整齐， 引导市民和

游客排队领取。
“以鲜花代替鞭炮，非常好。祭奠

的形式并不重要， 关键是要到其地、
知其史、悟其魂。”当天，游客王广胜
与同伴一起，来韶山祭奠先辈，瞻仰
毛泽东同志铜像，给毛泽东父母以及
革命先烈们扫墓。

韶山市民王女士也带着女儿与
侄子来烈士陵园祭扫。 她说：“以前
每到清明期间，鞭炮声不断，整个韶

山烟雾蒙蒙。 现在用鲜花来纪念革
命先烈，绿色又环保。”

清明期间， 韶山市从外地购入
菊花等鲜花，在烈士陵园、天润园、
毛泽东同志青年塑像台等处， 设立
了鲜花免费领取点， 并设置禁止燃
放烟花鞭炮提示牌， 文明祭扫蔚然
成风。据统计，今年清明节小长假，
来韶山游客共计20.736万人次，同
比增长26.32%。

韶山：鲜花祭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