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熊远帆）今
天，胡耀邦故里旅游区推出“缅怀耀邦——
清明祭扫”系列活动，与江西共青城胡耀邦
陵园联动，开通网上祭祀平台，缅怀耀邦同
志。市民纷纷通过扫码等方式进入该平
台，给伟人线上献花、留言缅怀。

“开通网上祭扫平台，既是响应省市

清明节‘云上祭扫’的号召，也是传承红
色历史文化，引导游客文明祭祀的具体
举措。”胡耀邦故里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网上祭扫平台将长期开通，让更多
游客有机会“云上”缅怀胡耀邦同志。同
时，4月4日至6日，胡耀邦故里旅游区还
将推出“一瓣心香祭耀邦”“一堂党课颂

耀邦”等线下活动。
在该市秋收起义纪念馆，3月31日，

推出了“清明祭英烈，共筑中华魂”线上
主题教育活动，并进行网上直播。“活动
现场，纪念馆全体干部职工齐声高唱《我
和我的祖国》，并向英雄群雕敬献花篮、
鲜花，并写下留言，寄托对革命先烈的追

思。
此外，浏阳还深入开展“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传承红色基因——清明祭英
烈”活动，网上收到留言2000多条，主题
绘画作品123幅，朗诵视频34个。目前，
已有超过5万人通过参与“网上祭英烈”
签名寄语活动，寄托对先辈缅怀。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陈勇 通
讯员 毛东红 徐晨）今天，由省民政厅、
娄底市政府主办的“弘扬家国情怀、致敬
抗疫英烈、文明节俭殡葬‘云上清明·文
明祭扫’公益倡议发布会暨2020娄底市
第二届生命文化节”在娄底举行，引导民
众践行绿色清明理念，推进文明祭扫行

动，巩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
势。

整场发布会没有现场观众，借助网
络进行云端发布、云端收看。出席活动
的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唐白玉发出

《“云上清明”公益倡议》，倡议党员干部
带头开展文明祭扫、节俭祭扫、绿色祭

扫、安全祭扫。
据了解，省民政厅今年推出的“云上

清明”平台，截至目前已有近百万网友登
录开展网络祭扫、预约祭扫，开辟网上祭
祀纪念馆 5000 个，纪念馆访问量近 30
万人次，网上献鲜花、供果近 40 万次。
为倡导更多的人加入云端祭扫、文明祭

扫行列，活动现场启动了“万人接力-公
益有我”云端签名公益接力行动。

娄底市第二届生命文化节将公墓集
中免费代为祭扫、“同守孝心·共践孝行”
志愿服务、“村村响”公益大喇叭科普节
目等内容融入其中，为文明祭扫、绿色清
明助力。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唐
亚新 通讯员 陈鑫）今天上午，省
高警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
以来全省高速公路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集中整治行动查处的部分重
点违法情况和典型案例，在湖南高
速公路上违法较多的客、危、货运
车辆、企业，并发布清明假期出行
安全提示。

今年以来，省高警局查处客、
危、货运重点车辆违法行为 4 万余
起，其中查处客运车辆违法 3818
起、货运车辆违法34178起、危运车
辆违法1988起。此外，省高警局还
开展周末夜查暨“两客一危”车辆
交通违法统一整治行动，共查获客
危车辆疲劳驾驶、“闯禁”行驶1122
起，查获酒驾848起、醉驾172起。

通报显示，今年一季度，湖南
常德欣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浏阳
市鼎顺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

吉物流有限公司等 30 家客运、危
运、货运企业所属车辆在湖南高速
公路违法次数较多。粤 L3T327

（小车）、湘J19089（客车，属益阳湘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化客运分
公司）、湘DC0830（危险品运输车，
属耒阳淇元危险品运输有限公
司）、粤ADZ533（货车，属广州市万
理诺物流有限公司）等40台车，在
湖南高速公路上违法起数较多。

湖南高速警察提醒，今年清明节
是复工复产后的第一个小长假，预计
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车流总量仍将高
位运行，请尽量选择错峰出行，科学
规划行程；遇雨天路滑，要降低车速，
保持安全车距，减少变道超车；行经
拥堵、通行缓慢路段，不要随意穿插，
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在高速公路上
发生交通事故后，驾乘人员应迅速转
移至安全地带，并立即拨打高速公路
报警电话12122报警。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上官
智慧 通讯员 黎治国 张峻铭）“不点
一把火，不烧一张纸，文明祭祀从我
做起。”4月2日，桑植县桥自弯镇张勇
选择用水果、鲜花等物品祭祀祖先。
这种绿色环保低碳的祭祀方式已成
该县文明祭扫的新风尚。

连日来，桑植县通过“村村响”宣
传、发出清明文明祭扫倡议书、创作
文明拜祭歌等方式，大力引导市民网
上祭祀、经典诵读、墓园代祭等文明
祭扫，严防输入性疫情和减少清明祭

扫人群集聚，确保清明期间疫情防控
和安全生产平安稳定。同时，通过张
贴通知、开通“村村响”广播、悬挂文
明祭祀和森林防火宣传标语横幅、发
放宣传单，以及启用短信、微信、抖音
等新媒体宣传形式，全方位宣传文明
祭祀和森林防火理念，引导群众摒弃
陈规陋习，树立文明祭祀新风，促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截至目前，
全县已悬挂宣传横幅1500条，发放
宣传单页20000份，免费发放鲜花
8000余束。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方园 冯铁

“上坟不烧纸，献花表哀思，文
明搞祭祀，无火过清明。请大家不
带烟花爆竹上山祭扫……”

4月2日8时许，岳阳市君山区
许市镇高新村的“村村响·每日一
播”，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村防
火值班员、“播音员”江树仁操着一
口流利的“许市话”，开始广播。

许市镇有天井山森林公园，是全
区防火重点乡镇。今年清明节遇上
疫情防控，不仅要防火，还要防疫
情。江树仁表示，该镇创新方法，提
前开通“每日一播”，号召党员干部当
文明祭祀的“宣传员”“劝导员”。

村里的禁炮值守点，就设在上
山祭扫的要道。防火志愿者蔡礼

军准备了“小喇叭”，滚动播放文明
祭祀倡议。10时许，一辆白色小轿
车驶来，蔡礼军赶紧示意停车，上
前询问：“没有带鞭炮吧？”驾驶员
王师傅说：“现在到处宣传文明祭
扫，我不会‘知法犯法’咧！”

蔡礼军确认车内没有携带鞭
炮、香烛等易燃物后，将车辆放
行。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我们
这一关没有一个人将鞭炮带上山，
全镇也未发生一起火灾。”

文明祭扫蔚然成风。目前，许
市镇积极响应君山区的号召，向受
疫情影响不能回乡祭扫的外地乡
友，推广公益“代祭扫”“云祭祀”等
绿色文明祭扫方式，吸引大家参
与。寓外乡友李蛮珍表示：“家乡
提倡祭扫方式多样化，也让清明节
更‘清明’。”

被拦下的
皮卡车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郭婧

清明节“前三后四”祭扫，是常德
多地的风俗习惯。

4 月 1 日下午，伴着“村村响”播
放的《文明祭扫倡议书》，陈建军开着
皮卡车路过镇江渡村时，硬生生被
韩艳骑摩托车追出几百米拦了下
来。

假期到来，乡下有些小卖部，想
趁机违法经营烟花爆竹，捞点收
入。陈建军是桃源县浔阳街道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站站长。当天，他正
与同事一道，在辖区开展突击检
查。这不，在迴峰村，他们就依法
收缴了 33 卷各类鞭炮，并对店主教
育批评。

正因为这些鞭炮，皮卡车刚路
过镇江渡村时，就被眼尖的韩艳盯
上了，她赶紧发动摩托车。韩艳是
村里的“文明祭扫”志愿者，当天
一早，她与 20 多名志愿者，轮班值
守在5个进山口。

“上山不能带鞭炮，不能带鞭
炮！”叫停皮卡车后，韩艳急忙上前劝
导。当得知是一场误会时，她长吁一
口气，脸上满是歉意。

陈建军和韩艳交谈得知，今年因
为提倡“云祭扫”和“错峰祭祀”，来祭
奠的人比往年少了很多。“来的人也
都是带着花，你是第一个拖着鞭炮来
的。”韩艳笑着说，尽管如此，也不能
有丝毫松懈。

每年清明，都是森林防火形势最
严峻的时候。“如今风气真的不一样
了。”下村检查所见所闻，让陈建军深
有感触。除了耳边循环播放的倡议
书，各进山路口均悬挂着宣传横幅，
还有志愿者把守。途经的小商铺里，
鲜花摆放在显眼处。

一路上，陈建军和同事谈起了
几年前，他们上山灭火的往事。今
年，大家检查一圈下来，未见一处
明火，未闻一声炮响，有的只是山
间白的、黄的菊花点缀。返程途
中，大家欣赏青山美景，感受着文
明的芬芳。

湖南日报4月2日讯（通讯员
潘杏琼 记者 孟姣燕）眼下，长沙
新华联铜官窑古镇晚樱盛开，清明
小长假期间，景区开展“花朝游园
会”主题活动，邀您踏青赏樱花，品
传统文化“大餐”。

4月4日至4月12日，铜官窑古
镇以“游园踏青赏樱”为主题，开展“花
朝献瑞·祭花神仪式”“春韵·百花朝幕
园区演艺”“春日游·樱花告白季”“万
花丛·花漾赏铜官”“春日宴·花朝好食

光”“花间一壶茶·找春茶会”六大主题
活动。古镇内四大戏楼将上演与花朝
有关的传统曲目，给游客带来别具风
格的视听享受。游客还可边品茶，边
欣赏茶艺、花鼓戏、皮影戏等传统表
演，向匠人学习在瓷器上绘画，观赏诗
词朗诵，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月4日至4月6日期间，购成
人散客票的游客，可以免费携带一
名12岁以下儿童，孩童须在成人陪
同下入园。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郑旋 通
讯员 彭娟）长沙洋湖湿地公园二期东侧
临近潭州大道，一片老长沙古建筑群初现
雏形。记者近日获悉，作为洋湖湿地的旅
游配套项目，洋湖水街主体建筑目前已完
成建设，进入内部装修及景观、园林施工

阶段，预计年内正式开街。届时，市民可
以在麻石街上听戏、品茶，也可以坐上游
船嬉戏、赏景。

洋湖水街以湖湘文化、长沙历史文化为
脉络，打造集生态文化休闲、艺术创意活动、
主题娱乐互动、亲子家庭游乐等于一体的湖

湘水街。项目总建筑面积9.9万平方米，水
街临湖而建，河道建成后将引入洋湖水，与
洋湖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水街河道长度近
600米，街区内水圳长度达400米，洋湖水
将自北向南在街区内流动。

据悉，洋湖水街以“一水、两岸、三街、
三岛、九巷”构建诠释湖湘特色民俗文
化，将打造包括餐饮美食、休闲娱乐、精
品零售、文化体验、旅游配套 5 大精品
特色业态，五福堂、戏台、民国会馆、洋
湖书院 4大特色文化节点。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邹靖方）
今天，高德地图与蜻蜓 FM 联合推出的

《城市文化地图》，在这两个平台同时首发
上线。长沙也在首期上线的6城中，长沙
城市文化由知名清史研究者谭伯牛讲述。

《城市文化地图》既是蜻蜓FM推出的
一档人文类精品音频节目，也是高德地图对
景区随身听语音导览服务的一次全面升级，
可实现从景区导览到城市地标文化的导
览。清明节期间，高德地图与蜻蜓FM还推

出了“0”元免费听活动，在APP上搜索谭伯
牛等文化名人的姓名便可收听。

疫情缓解后，在各地有序开放景点的
背景下，游客通过手机即可感受“云导游”
服务，获得更加便捷安全的游览体验。

业内人士表示，《城市文化地图》对城市
文化的挖掘保护与推广有着巨大的意义。
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
值，文化大咖讲述与数字化应用相结合，可
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城市文化与美好生活。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今年以来省高警局查处
重点车辆违法行为4万余起

桑植县文明祭扫成新风尚

文明祭扫让山村更“清明”

清明小长假推出“花朝游园会”六大主题活动

铜官窑古镇邀您踏青赏樱

湘赣联动“云端”忆耀邦
浏阳网上祭扫寄托哀思

我省发布“云上清明”公益倡议——

党员干部带头文明祭扫

游船、听戏、品茶新去处

长沙洋湖水街有望年内开街

从景区导览升级到城市地标文化导览

高德地图携手蜻蜓FM讲述城市文化

4月1日，资兴市三都镇流华湾村2000亩莲虾共生基地美如画。近年，该市积极探索
“一村一合作社”“一村一农场”的经济发展模式，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带动乡村旅游发展，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与农村群众致富。 朱孝荣 摄

生态农业促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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