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
网上祭奠英烈

本报海口4月3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良绪 范耀文）4月2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
队（筹备组）获悉，在清明节即将到来
之际，该总队组织全体民警，在网上开
展“清明祭英烈”网上祭扫活动，通过
特殊的祭扫形式，缅怀英烈寄托哀思。

活动中，澄迈支队民警借助网上
祭扫平台开展线上祭奠，通过默哀致
敬、学习烈士事迹、重温入党誓词的形
式寄托情感；以“献花”“鞠躬”及撰写
留言等方式表达思念。同时，澄迈支
队依托国家公祭网、中华英烈网等主
题网站，向民警推送英烈资料。

万宁
巡查宣传双管齐下

本报万城 4月 3日电 （记者袁
宇 通讯员梁振玮）“不能燃放鞭炮，别
遗落物品。”4月3日10时许，当海南
日报记者来到万宁市万城镇东山岭区
域时，身穿迷彩服、佩戴红袖标护林员
李宏武正劝导前来祭扫的市民，禁止
市民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山林。

记者了解到，万城镇政府成立了
10支森林防火应急扑救队，每支队伍
15人，对各区域全方位、全覆盖开展
森林防火巡查管控工作。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城区
焚烧纸钱祭祀现象逐年减少，鲜花祭祀
等文明祭祀观念逐渐被更多市民接受。

屯昌
创新方式宣传文明祭祀

本报屯城4月3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林小丹）“焚香烧纸祭先祖，森
林防火记心间，森林有限要靠大家珍
惜，野火无情需防患于未然……”近
日，在屯昌县公墓及林场上空不时传
来这样的宣传语。

据悉，屯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利用
无人机在屯城镇横岭公墓、雨水岭林场
等地开展移风易俗文明祭祀宣传。

屯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希望广大市民自觉摒弃不
文明的祭扫方式，破除街边焚烧、抛撒
纸钱等陈规陋习，通过家庭追思、撰文
纪念、网络祭扫等方式缅怀先人。

海口
全力强化清明安保工作

本报海口4月3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陈烽）4月3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海口市公安局了解到，清明期间，海口
警方日均将出动2000余名警力开展安
保工作，加强道路交通管理，严厉打击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加强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和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全力确
保清明节全市社会治安平安稳定。

据了解，海口警方将在重点公墓和
殡仪馆设置治安卡点，对现场及周边区
域开展隐患排查，引导广大市民采取网
络祭祀、居家追思等方式进行祭祀，及
时制止、劝阻现场燃放烟花爆竹、焚烧
祭扫物品的行为，消除安全隐患。

海口边检总站
开展主题纪念活动

本报海口4月3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朱晨鹏 王坤一）清明节临近，海
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结合近期疫情
防控工作实际，因地制宜组织开展“致
敬·缅怀·前行”主题纪念活动，弘扬英
烈精神，凝聚警心、激励斗志。

活动中，广大民警职工登录中华
英烈网、国家公祭网和国家移民管理
局网“致敬公安英雄”专栏，进入在线
纪念馆，查看英烈事迹谱，重温革命英
烈们甘于奉献、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
英勇事迹，并通过“献花”“点烛”和默
哀、留言等形式，向人民英雄、革命烈
士表达敬意、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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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东方三家镇400多名党员带领村民
整治庭院卫生“脏乱差”

党群一条心 环境大变样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赵阿姨，我们一起清理院子里这些碎石子。”
4月3日一大早，东方市三家镇小酸梅村的组织委
员符明华来到村民赵金凤家中，一方面检查村民
庭院的卫生情况，另一方面帮助村民进一步清理
庭院。

不一会儿，赵金凤找来丈夫陈其章，让他拿着
铁锹和符明华一起铲除碎石子。“可以找个固定的
地方放柴火，随便堆在地上也不美观。”面对“胡
乱”倒在庭院的柴火，符明华和陈其章齐心协力收
拾整齐，摆在院子的一角。

“庭院干净整洁，我们住着也舒心。”今年57
岁的赵金凤右腿骨折，行动不便。而丈夫耳朵失
聪，还讲不了话。他们的儿子常年在海口等地打
零工，不在家中。除了缺乏环境卫生意识外，老两
口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做好自家环境卫生。

“第一次到他们家，就看到院子里堆了很多废
石块，地上还有家禽粪便。到处乱糟糟的。”符明
华回忆，3月28日，见到赵金凤家的庭院“乱象”
后，他叫来村“两委”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等
人，将废石块运走。同时，给老两口做思想工作，
告知他们庭院卫生的重要性，并帮助他们做清洁，

“之后，我每周去他们家一次，督促其维护庭院环
境。”在符明华的劝说与影响下，老两口主动参与
庭院卫生清洁行动，还计划着在庭院种些蔬菜和
花草，美化庭院环境。

小酸梅村驻村第一书记符兴能表示，经过前
期排查，共筛选出9户庭院“脏乱差”的农户，村里
7名党员已完成“认领”。党员所“认领”的农户若
连续多次在村里开展庭院卫生检查中不合格，其
对应的责任党员将不能参与评优评先，以此监督
党员，形成长效机制。

据了解，为了推进“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三
家镇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创新工作方法，发动14
个村除老弱病残外的全体党员，“认领”本村庭院
卫生“脏乱差”的农户，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当好

“宣传员、帮扶员、监督员”，带动群众加强家庭环
境卫生大清理行动，以达到全村农村庭院卫生干
净整洁。

“3月中旬，活动进入第一个阶段，即筛选庭
院卫生“脏乱差”的农户，并建立台账。”三家镇组
织委员符应梨介绍，目前，全镇400多名党员完成

“认领”，“传帮带”工作已全面铺开。活动将持续
到年底。

三家镇党委书记吉群荣表示，开展本次活动，
旨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全镇掀
起“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的高潮，助力东方建设
宜居宜游宜业热带滨海花园城市。

（本报八所4月3日电）

万宁全市开展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本报讯（记者袁宇）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
政府相关部门获悉，该市日前在全市组织市直机
关、各镇及各村委会（居）分别开展“爱国、爱海南、
爱家乡、爱家庭”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组织党员干
部群众齐上阵，为海南创建健康岛贡献万宁力量。

在万宁市各个乡镇，党员干部、社区群众积极
参与“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全面清理卫生死角，
共出动近万人，清除垃圾千余吨。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环境卫生
大扫除活动，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引导村民增
强卫生意识和防控疫情意识，将持续开展“四爱”卫
生大扫除活动，向群众宣讲卫生爱护家园的意识，加
强社区环境卫生整治，为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创
造良好的环境。

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将党日活动与
“四爱”大行动相结合

清洁环境美家园
党员干部走在前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10多名党员干部胸前佩戴党徽，拿着笤帚、
簸箕，从村里的文化广场沿着村庄主干道向玉包
港登陆作战纪念碑一路清扫而去……4月3日上
午11时许，海南日报记者走进澄迈县桥头镇玉包
村时，眼前一片繁忙景象。

“我们把党日活动与‘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结合，让党员带动群众参与。”玉包村党支部书记
吴武昌介绍，连日来，玉包村坚持党建引领、支部
发力，积极组织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改善人居环境。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在党员们清扫的主干
道两侧摆放有大量泡沫浮标，分别用渔网打包紧
实，摆放有序。“村民多以捕鱼为生，以往渔民捕鱼
回来后，泡沫浮标、渔网会随意堆放，现在规整到
固定区域，大家自觉注意卫生。”玉包村乡村振兴
指导员吴小托说，为了方便渔民作业和村庄整洁，
村委会在乡村主干道和港口开阔地带分别设置3
处渔具停放区，每日有保洁员进行清理，党支部定
期组织党员对这些区域进行大扫除，引导渔民自
觉爱护村庄环境，提高对环境卫生的重视。

临近正午，阳光越发强烈，党员们干劲越发充
足：有的负责清扫路面落叶，有的钻进树林捡垃
圾，有的负责转运垃圾，分工协助，配合有度。半
个多小时过去，原本散落垃圾的道路及两旁变得
干净整洁。 （本报金江4月3日电）

■ 本报记者 刘操

“网上祭扫很人性化，既可以避
免与他人接触，又可以悼念亲人。”4
月1日，海口市民符永辉为悼念逝去
的父亲，点击海口市民政局官网“网
上祭祀”栏目，扫描二维码创建逝者
纪念馆后，将纪念馆的链接发送给亲
友，亲友通过点击网页上设置的点
烛、上香、送礼、祈福等按钮，缅怀先
人、寄托哀思。

又是一年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
时。每逢清明之时，人们都会通过祭
扫表达对亲人的缅怀和思念，眼下正
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为避免现场
祭扫聚集，我省各市县因时因势及时
调整政策，实行分流预约、错时错峰
等举措，有序安全开放现场祭扫，并
纷纷开展“云祭扫”、家庭追思、集中
代祭、鲜花换纸钱等服务，引导群众
转变观念，缅怀先人。

加强防疫
推出新型祭扫服务

今年清明节公墓是否闭园？群
众如何祭扫？能否实地祭扫？职能
部门、公墓机构和广大群众都颇为关
注。清明节前，海口市发布公告，对
骨灰安葬（安放）高度集中、容易形成
人员聚集的市殡仪馆、颜春岭公墓、
吉荫贤公墓、富山公墓等场所，暂停
现场祭扫活动。

“暂停现场祭扫，不是终止对亲

人的怀念、亲恩的追溯，而是充分考
虑了人员聚集而产生的疫情防控安
全隐患。”颜春岭安乐园经理秦先生
介绍，去年清明期间，颜春岭安乐园
祭扫群众超过20万人次，今年取消
现场祭扫后，安乐园推出新型祭扫服
务，弘扬文明祭祀新风尚。

敬献鲜花、行拈香礼……3月30
日上午，颜春岭安乐园举行清明节集
中代祭公益活动，伴随着哀婉的音
乐，30名志愿者向逝者默哀3分钟，
代生者缅怀故人。志愿者每人手持
1枝菊花依次有序追思献花，并走上
祭台行拈香礼，现场气氛庄严肃穆，
鲜花被整齐地摆放在祭台四周，寄托
着生者的哀思。

今年清明节前，我省部分殡仪
馆、公墓按照市县民政部门统一安
排，分别免费开展一次集体代祭活
动，由工作人员以敬献鲜花水果、贴
祈福卡、诵读祭文等方式代表无法到
现场祭扫的群众，集体祭祀在公墓安
葬的所有逝者。

云端寄哀思，绿色过清明。海口
市民政局于3月28日推出“互联网+
祭祀”服务，市民可通过登录海口市
民政局官网，进入“海口市网上祭祀
网络平台”，为先人祈福。

不仅网上远程祭扫得到大力推
广，个性化的代客祭祀也被不少人选
择。颜春岭安乐园内安葬着海口市
民陈先生的祖父。因为暂停现场祭
扫活动，陈先生向墓园提出代客祭祀
服务。为此，工作人员提供代理墓碑

描红、购买鲜花祭扫、墓地清洁服务，
并拍摄照片发给陈先生，让他感受祭
扫全程。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
清明期间，市民有需要服务的，可通过
电话预约，告知要求，殡仪服务机构将
按照市民要求进行祭扫，并通过拍摄
视频或者照片的形式记录祭扫过程，
发送给客户，完成客户的祭扫心愿。

移风易俗
鲜花取代鞭炮浓烟

3月29日，春风拂面，阳光灿烂，
海口市民黄亮前往桂林洋开发区云
山坡生态陵园祭扫，他感慨：“许多扫
墓的人只带了鲜花和清水，携带烧
纸、鞭炮等传统祭扫物品的市民明显
少于往年，用鲜花祭扫的市民明显增
多，祭扫氛围更加文明。”

“我们加强了文明祭扫宣传，同
时增派人员对墓园进行管控。”云山
坡生态陵园负责人严涛介绍，清明节
前，很多市民电话咨询扫墓事宜，墓
园工作人员会嘱咐祭扫人员不要携
带鞭炮来墓园祭扫。同时，属地政府
也增派人手，对发现有燃放鞭炮等现
象及时制止。

3月19日，省民政厅会同省文明
办发布清明节文明安全祭扫倡议书，
呼吁全社会提倡文明安全祭扫。自
觉遵守防火规定，严禁焚烧纸钱、燃
放鞭炮等明火祭扫，严防火灾事故发
生。注重精神传承，推广敬献鲜花、

植树绿化等绿色祭扫。
清明节期间，我省各市县对到现

场祭扫的家庭采取预约办理。预约成
功者，严格依照预约规定的时间入园
祭扫，每位预约成功者，最多可携两位
亲属同行，并严格遵守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燃烧纸钱、香烛等祭扫规定。

此外，各市县在各墓区设立测温
点、消毒点、车辆引导点和预约登记
点等服务网点，为祭扫群众提供快捷
服务，让群众自觉错峰祭祀、祭祀从
简、减少驻留时间、保障防疫安全。

4月1日，在三亚市荔仙园公墓，
三亚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在入口设
置了“严禁携带鞭炮纸钱”的警示牌，
设置鞭炮纸钱回收点，体温检测点，
志愿者劝导入园群众禁止在墓区放
鞭炮和烧纸钱。

三亚市殡仪馆也开通了电话预
约服务，每天限100户、每户限2人，
骨灰寄存处等封闭空间内部实行分
时分批进入。“我们继续推出‘鲜花换
纸钱’，免费为祭扫群众提供电子香
烛、电子鞭炮等，还准备了菊花、矿泉
水、小方巾、绿色殡葬宣传资料等祭
扫礼包，免费发放给前来祭扫的群
众，引导群众文明祭扫。”三亚市政府
相关负责人说。

绿色殡葬
节约土地保护环境

推进殡葬改革，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如今，少花钱、少占地、少耗资

源、少污染的绿色殡葬方式，正被越
来越多的人接受。

4月2日中午，东方市公益性生
态公墓马岭公墓内郁郁葱葱，肃穆清
幽。放眼望去，园区内成片的松柏树
依山坡而立，一条条石板路将树林分
成一个个安葬区，各种花草树木修整
美观，小型墓碑整齐排列，自动型灌
浇设施不间歇浇灌。

“我们推行的是少占地、无坟头，
种植松柏、平铺草皮的生态葬法。在
全市范围内严禁扫墓上坟点香烛、烧
纸钱、燃放烟花鞭炮；公墓、集体埋葬
点、散坟等祭扫点设立关卡，增派人
员巡逻，制止点香烛、烧纸钱、燃放烟
花鞭炮等行为，一定要保护好生态环
境。”东方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力推进自贸港建设，争当生态文明
建设排头兵，就必须大力推进殡葬改
革，全面推行火葬，规范土葬，节约耕
地，保护生态环境，倡导文明、节俭、
生态节地的殡葬方式。

马岭公墓的生态葬法也将得到
进一步推广。东方市副市长张裕辉
表示，3月26日，《东方市推行绿色殡
葬改革实施方案（2020-2023年）》印
发，确定了到2023年全市基本实现有
序安葬，完善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设，
由传统葬法向节地生态葬法的转变，
实施殡葬基本公共服务惠民工程。东
方市还计划今年内在金山公墓原基础
上，把40亩土葬区改造成树葬、花葬、
草坪葬、壁葬等火葬生态节地安葬示
范点。 （本报海口4月3日讯）

我省推出“云祭扫”等服务，加强祭扫安全管控，实施绿色殡葬，倡导文明祭祀新风尚

清明祭先人 文明寄哀思

文明祭扫 严防火患

■ 本报记者 昂颖
特约记者 何光兴 通讯员 陈苏琤

清明无客不思家。
崇祖、祭祖是海外琼籍华人华侨

世代相承的传统，每逢清明时节，他
们会不远万里返乡祭扫，追怀先祖。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
3月16日，省侨办、省侨联通过网上
致信、打电话等各种渠道，及时告知
海外游子国内疫情防控情况，提醒大
家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并建议采取网
上祭祖、居家追思等方式缅怀先祖。
海外琼籍乡亲积极响应家乡号召，推

迟回乡祭扫计划，在异乡用特别的方
式缅怀先祖。

“上个月，哥哥告诉我，祖屋要
重建了。老宅有我童年的美好记
忆，我原打算今年清明回乡看看，
也给过世的老父亲上炷香。”日本
海南同乡会会长王曼贺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他20岁就离开海南，时
刻想念着家乡亲人。收到家乡侨
务部门提醒的王曼贺，因考虑到国
内亲人安全，决定推迟回琼行程，
并劝说了8位日本琼籍乡亲退掉回
国机票，指导他们做好居家隔离。

“今年清明，我们会通过视频连线

参与家庭祭拜，在逝去的亲人墓前
鞠个躬。我跟日本琼籍乡亲说，等
疫情结束，咱们结伴归琼探亲。”王
曼贺说。

泰国华侨云天鸿在当地已经生
活40多年，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回到
祖籍地文昌市冯坡镇大王西村祭
扫。云天鸿原本买好了今年3月底
回琼的机票，但考虑到归国途中会增
加感染病毒的风险，他最终退了票。

“上周，家乡侨办打来电话，关心我近
期的健康状况，提醒我做好疫情防
护，同时又告诉我清明期间‘云’祭祖
的途径。家乡的关心，让我深受感

动。”云天鸿表示，清明节当天，他会
亲手制作一张思念卡，写上祭文，表
达对母亲的怀念。

祖籍在文昌市会文镇冠南村的
华侨郭金妹离开海南已有15年，常
年在新加坡工作。“因为新加坡疫情
影响，今年清明节无法回乡了。上
周，在网上看到家乡侨务部门发出的
信后，我同父母商量，请他们从村里
帮我采一束盛开的花，替我敬献给爷
爷奶奶。”郭金妹说。

“多亏了家乡侨联发出的家书，
让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马来
西亚华侨刘国良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这些年来他通过各种途径寻找
在琼的亲人，但由于他的父辈离开
海南较久，寻找起来十分困难。他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通了省侨联3
月 16日发出的家书里留下的联系
人电话，没想到对方十分热情，经过
多方打听，终于帮他找到了堂哥刘
衍兴。“我当时就想立即飞到海南和
亲人见面，但由于马来西亚疫情影
响没能成行。”刘国良表示，清明节
会采取居家追思的方式遥祭祖先，
疫情一结束，他就带上子女回乡祭
祖寻根。

（本报海口4月3日讯）

海外琼籍乡亲积极响应家乡号召，推迟回乡祭扫计划，在异乡用特别的方式缅怀先祖

游子“云端”诉心语

海南农垦
垦地共筑
森林火灾防线

本报海口4月3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 冯清乾 林宝华 林声福）
近日，海南农垦旗下多部门、多单位
以垦地融合为基础，开展消防安全隐
患排查，建立健全应急队伍，做好应
急物资储备，开展森林防火应急演习
以及加强安全教育宣传，打好森林防
火“组合拳”。

在琼海市会山镇，海垦东太农
场公司连日来多措并举做好清明节
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一方面加强宣
传教育；另一方面组织多个巡山护
林队，加强林区巡查和监管，落实专
人负责，加强值班值守，随时应对各
种突发情况。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
镇，海垦东昌农场公司与东昌派出
所、东昌居联合开展森林防火应急
演练。

本报海口4月3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炜森 吴海青）海南日报记
者4月3日从省公安厅了解到，省公
安厅目前已成立森林火灾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层层落实森林火灾防控工
作责任，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及森林公
安机关全面开展森林火灾防控工作。

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派出9个

督导组，深入各市县、林区森林防火
一线进行明察暗访，对发现的森林火
灾隐患，立即督促整改落实。

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公安机关将重拳打击人为纵
火、失火犯罪行为，坚决打击遏制野
外违规用火行为，形成对打击森林火
灾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

省公安厅严打野外违规用火行为

本报海口4月3日讯 （记者孙
慧）4月3日12时许，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青松乡，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护林员韦富良背着灭火水袋走在
巡逻检查的路上，“快到清明节了，扫
墓烧香烧纸的人多，巡逻要特别仔
细，预防火灾。”

临近清明节，加上近期的天气干
旱，我省迎来了森林特别防护时期，

特别是位于山区的国家级、省级自然
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区域，森林资源
丰富，管护面积广阔，森林防火责任
重大。

连续两天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
吊罗山、霸王岭、鹦哥岭等保护区和
森林公园，发现各保护区、森林公园
近期都加大了森林防火宣传力度，并
在林区附近村庄、乡镇的主要道路张

贴、悬挂防火禁火宣传标语、设置人
工检查关卡，加强林区值班巡查，严
格防范森林火灾。

在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吊
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要
负责人欧疑云介绍，目前保护区加大
了对吊罗山林区重点部位的火源管
控力度，切实封住山、看住人、管住
火，杜绝一切火灾隐患。

此前，省林业局已下发森林防火
的相关通知，要求各市县林业部门围
绕“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工作
目标，针对重点时段、关键部位，加大
对高火险区及国有林场、自然保护
区、旅游景区等敏感地区、重点部位
的火源管控力度，护林员、管护员对
各自管护区域加大巡查密度，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

我省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加大防火力度

祭英烈 保秩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