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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词一：“缅怀先烈”

热度：盘古搜索约

８９

万个词条

【案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

周年，又

是辛亥革命

１００

周年。 清明期间，全国各地烈士

陵墓迎来了群众的祭扫高潮。 在细雨霏霏之

中，在春意盎然之间，中国百姓并没有忘记那

些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纷纷用“踏青

祭英”的方式缅怀先烈，寄托对革命烈士的无

限哀思和怀念。

【网友评论 】新浪微博网友 “新乡警方在

线”：“又是一年清明节，祭英扫墓诉哀思。 在这

个特殊的时刻，让我们再次大声呼喊那些响亮

的名字，缅怀那些值得永远铭记的人。 ”

【专家分析】“慎终追远，饮水思源，清明祭

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 尽管时光变迁，但

百姓对那些为了民族的生存、解放和自由而献

身的先烈的崇敬之情，没有任何改变。 ”湖南师

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丁加勇说，“在建党

９０

周

年、辛亥革命

１００

周年的这个特殊的时间里，百

姓对烈士的哀思更显得尤为浓郁。 ”

然而，让不少专家深感痛惜的是，当今仍

有不少“

８０

后”“

９０

后”年轻人对很多烈士并不

熟悉，对艰辛的革命历史也“一无所知”。 “没有

代代祖先的继往开来，就没有中华文明的薪火

相传。 政府有必要加强对革命史、先烈故事的

宣传，重视对革命史迹的保护，开发相应的旅

游线路，并通过拍摄纪录片、举办论坛展览、排

演舞台剧等多种形式来宣传历史文化。 ”中国

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说。

热词二：“天价墓”

热度：百度搜索约

１８５

万个词条

【案例 】清明前夕 ，各地 “天价墓 ”颇为抢

眼，成为网络热词。 新浪网上十大天价墓排行，

厦门安乐永久墓园以

８００

万元位居首位。 这些

动辄几百万元的天价豪华墓， 在全国并不鲜

见。 而在广州，越来越贵的墓地已超过房价，不

少市民直呼：“墓地价格堪比别墅！ ”

随天价墓而来的 ，是 “活人墓 ”的销售热

潮 。 近来 ，由于担心墓地价格上涨犹如房价 ，

山东济南许多市民纷纷抢购 “活人墓 ”。 此类

“怪象 ”也吸引了投机者和中介的目光 ，一些

墓地从业人员倒买倒卖 ，甚至房产中介转做

墓地中介 ，一转手就能挣好几万 。

【网友评论】网友“幸运的黎叔”说：“生前

是高房价，身后是高墓价！ 如此高昂的墓地价

格让人惊呼 ‘生死两茫茫 ’！ ”网友 “

ｊｉｕｙｕｅｌｉｌｔ

”

说：“活着当房奴死了当坟奴，可悲啊！ ”

【专家分析】周孝正认为，天价墓的问题核

心是土地，就像房地产问题一样，关键是解决

好土地的矛盾。 同时，对占用耕地修建天价墓

的一律要严厉查处并惩罚，还要限制豪华墓的

修建，维护殡葬和社会公平。

热词三：“绿色殡葬”

热度：盘古搜索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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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词条

【案例】在绿色殡葬理念的感召下，一些老

百姓开始逐渐转变“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选

择不占地或少占地生态葬法的人越来越多。 在

湖南长沙，树葬、花坛葬等生态葬很受欢迎。 不

少长沙市民认为， 选择在绿茵茵的大树下，将

逝者的骨灰撒进泥土，铺上鲜花，也能充分表

达家属的思念。

此外，焚香烧纸等传统祭奠方式也逐渐被

新型环保的祭扫方式取代。 目前，我国的网络

祭祀网站从最初几家发展到现在的

２０

多家，把

现实的纪念馆和公墓“搬”到了电脑上，方便人

们随时随地祭奠已逝亲人。

【网友评论】网友“浏家港”说：“在我们身

边，已经有许多人采取海葬、江葬、树葬、花坛

葬等新型环保的形式，将生命的句号画在江河

湖海中，留在了鲜花绿树下，让逝去的生命回

归自然，获得了另一种永恒。 ”

【专家分析】“传统的殡葬方式由于受限于

土地、经济条件的制约，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

的发展趋势。 ”周孝正说。

一些专家表示，我国推行殡葬改革最重要

的指导思想就是“由多占地向少占地乃至不占

地的方式转变”。 虽然近年来各地一些墓园开

始修建大型的骨灰堂，占地不大，每年收费只

需要几十元，但受中国历来有“入土为安”的风

俗影响，并不为百姓所青睐。

鉴于这一情况， 我国各地一些民政部门一

直大力推行海葬、树葬，希望以文明、绿色的殡

葬方式“挽救”更多的土地。 这种生态葬法得到

不少专家的支持， 张步峰说：“绿色殡葬其实就

是一种‘从自然中来，又回到自然中去’的理念，

不仅环保无污染，还有利于节约土地。但绿色殡

葬和网络祭祀遇到的最重要的瓶颈却一直难以

突破，那就是百姓亟待转变传统的殡葬观念。 ”

热词四：“死不起”

热度：百度搜索约

４２

万个词条

【案例】 动辄几千上万元的骨灰盒 、 运

尸费、 抬尸费、 火化费、 取灰费、 火袋费等，

名目繁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殡葬收费项目让众

多网友感慨 “死不起”。 在合肥市一些医院，

病人还在抢救室抢救， 数家殡仪服务公司的

业务员已接到 “通知”， 守候在抢救室门外，

病人一死亡即开始 “抢生意”。 从殡葬服务行

业竞争 “战场 ” 前移到医院 ， “死人经济 ”

的巨额利润可见一斑。

在很多城市， 一个成本只有几十元的骨

灰盒， 可以卖到三四千元甚至更高。 除此之

外， 家属还要给殡葬过程中各个程序的工作

人员 “白包”。 日前披露的 “广东佛山南海区

殡仪馆从馆长到出纳员私分

１３００

万元案件 ”

也揭露出冰山一角。

【网友评论 】 网友 “和你一起游云烟 ”

说： 清明小假期， 很多新闻焦点对准了墓地

的价格。 房价节节攀高， 现在墓地的价格更

是高之又高。 真是活不起也死不起了 。 网友

“瓷与

ｅｓａ

” 说 ： 墓地

１０

年竟涨了

１０

倍 ， 一平

方需

３

万左右 ， 比房价涨得还凶猛 ， 死不起

啊。

【专家分析 】全国政协委员 、重庆市副市

长吴刚说，“殡葬行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高

度垄断缺乏竞争。 相当数量的地方民政部门

将 ‘准入审批权 ’转化为 ‘经营独占权 ’，殡仪

馆和民政部门长期以来职能不分， 这种体制

上的 ‘特殊性 ’及日常管理的相对独立性 ，很

容易造成管理监督上的‘盲区’。 ”

据了解， 殡葬行业已连续

５

年位于十大暴

利行业之列。 周孝正建议， 要在殡葬领域坚

持市场取向改革， 清除体制障碍， 彻底打破

垄断， 允许社会力量参与， 让殡葬业成为市

场经济中的一部分， 形成公平竞争和合理价

格， 促进服务水平的提高， 只有这样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新华社长沙

４

月

５

日电）

新华社记者 谢樱 张琴

这是重庆华夏陵园一售价达

188

万元墓地，

被称为 “重庆最牛公墓”。 新华社发

这是位于厦门同安区西柯镇的厦门安乐永

久墓园

200

多平方米的 “天价” 墓。 新华社发

清明节小长假期间 ， 厦门

８００

万元豪华墓、 殡葬行业暴利

等怪象迭出， 引发网络持续关

注 ， 使 “天价墓 ” “死不起 ”

成 为 网 络 热 词 。 另 一 方 面 ，

“绿色殡葬” 不仅环保， 而且有

利于缓和殡葬矛盾， 受到网民

热捧。 而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９０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清明节期

间祭奠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精

神蔚然成风 ， 让 “缅怀先烈 ”

热词走红。

4

月

5

日 ， 在

重庆歌乐山革命

纪念馆 ， 一位母

亲在 “小萝卜头”

宋振中雕像前为

儿子讲述 “小萝

卜头” 的故事。

新华社发

盘点清明节“网络热词”

■“缅怀先烈”“绿色殡葬”受追捧

■“天价墓”“死不起”引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