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视点

村民老刘劈开杂草灌木，爬上村口的山坡，来到一个宽约4米的小土包前——这是个土墓，隐蔽在乱蓬蓬的草丛中，周围东一处、西
一处插着香。

“这里埋着100多位红军和苏区干部群众，长征前牺牲的。”老刘向土墓拜了三拜，“现在连一块墓碑都没有，我们心里感到很不安。”
清明前夕，“新华视点”记者在一些革命老区县调查发现，国家级、省级烈士纪念设施普遍管护得较好，但不少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

日常管理不到位。有的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有的长期破损无人修复，还有的烈士墓前甚至种了菜。

基层管护缺资金、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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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前种蔬菜、碑文刻错字……

部分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堪忧

青山处处埋忠骨。从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首次入
闽，至1934年长征，在福建牺牲的红军战士多达数万
人。官方与民间建设的烈士纪念设施数千座，分散在多
地。如今，不少红军墓、纪念碑已是杂草丛生、老旧破损。

记者看到，即便是少数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的墓，也出现了大量裂缝、破损，有的甚至塌陷了。当
地乡镇干部表示知晓此事，但也无可奈何：“有的墓
40年就维修了两次，的确太少了。”

据了解，福建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比较多，仅龙
岩市就有零散烈士墓1万多座，较为分散，管理难度大。

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纪念设施要保持庄
严、肃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但记者发现，不少县级
以下烈士纪念设施连最基本的日常保洁也难有保证。

记者在当地一个长眠着300多位烈士的公墓里

看到，杂草最高已没过大腿，墓碑之间散落着许多易
拉罐、香烛、燃放后的鞭炮等垃圾。

“去年12月已经清理过一次了，没整理之前杂草
有一人多高。”这个公墓的负责人说。

随着城市发展，一些原本位于郊区的革命烈士墓
渐渐被民房包围。记者看到，一座烈士墓前种了一排
芥菜。烈士后人叹气：“前两年还有人在坟头上搭鸡
舍，养鸡。”

一处被列为县级文保单位的纪念碑甚至出现低级错
误：150多个字的碑文刻错了三个字，将“连长和战士”写
成了“连长河战士”，“浴血奋战”写成了“雨雪奋战”。

一位党史专家告诉记者，土地革命时期除了有战斗
英雄，还有大量牺牲的苏区干部、负责通信的革命群众、
抗日英烈等，关于他们的纪念设施建设与管护更难到位。

2018年底，福建烈士纪念设施
统一划归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管理，管
理经费有所增加，一些曾被破坏、污
损的设施已得到了新一轮维修。不
过，相对于点多面广的基层纪念设
施，这些经费只是杯水车薪，且缺乏
长期机制保障。

“如果烈士纪念设施没有被列为
县级以上文保单位，只能申请‘抢救
型’资金，日常管护资金几乎没有，眼
睁睁看着日益破败。”多名退役军人
事务局负责人担忧地说。

“数量多、任务重，仅靠县级力量
难以实现应保尽保。”一位县文旅局
副局长坦言，该县包括烈士纪念设施

在内的红色遗址中，有不少已经岌岌
可危，但目前只修复了不足十分之
一，“只能是有一点钱做一点”。

如果新建或扩建集中安葬区就
需要找场所、找资金，于是，一些地方
试图将散葬烈士墓迁至烈士陵园集
中安葬和管理，但遭到烈士后人或村
民反对。并且，现有的烈士陵园也不
足以接纳更多散葬烈士。

记者调查发现，烈士纪念设施
较多的地区，多是经济并不发达的
山区，“只投入、不产出”的纪念设
施令基层政府负担沉重，同时，当
前的法律也对其维护责任缺乏刚
性约束。

管护烈士纪念设施对于留存红
色记忆，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意义重
大。记者走访发现，有的干部不了解
当地牺牲红军的事迹，有的村民不知
道村里就有烈士墓，有的纪念馆长期
关门……

85岁的三明市明溪县枫溪乡华
山村老村支书余耀兴说：“英烈忠魂
不容遗忘。”多位基层干部呼吁，应进
一步加强制度保障，加大烈士纪念设
施管护力度。

对于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的
管护难题，基层干部群众建议：政府
进行普遍筛查，针对破坏严重的设施

紧急修缮，同时制定长远维护计划，
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党史专家建议，落实责任主体，
明确日常管护单位或人员的法律义
务。同时协调管护人力资源，如聘请
村干部或村保洁员为日常管理员。
也可依托附近中小学负责管理，既维
护设施，又能发挥红色教育作用。

此外，专家建议将挖掘红色文化
资源融入地方发展规划。记者调查
发现，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的历史
背景挖掘较少，应加强整理和研究，
不断丰富深化地方革命史。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生活观察

墓地价格低廉却依然难获人们的认同

节地生态葬如何
“叫好又叫座”？

又到一年清明时。随着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殡葬改革、深化
移风易俗，骨灰撒海、网上祭祀等新型殡葬方式为越来越多人所
熟悉。但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人在抱怨天价墓地难以承受的同
时，与“入土为安”传统观念接近的树葬、花葬、草坪葬等节地生态
葬，墓地价格低廉却依然难获人们的认同，这究竟是何原因呢？

传统墓价超过房价，生态墓区来者寥寥

“太贵了！太贵了！”站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一处墓地售
卖点前，54岁的沈阳市民袁女士面露难色，一旁的爱人不断地
对她说：“实在不行别在沈阳买，去周边的铁岭看看吧。”

与袁女士一样，广西南宁市民梁先生近来寻访多个公墓销
售点，了解的价格也让他难以接受。“现在南宁房价大约1.4万/
平方米，墓地都超过4万/平方米了。”

不修墓穴，不建石碑，将逝者骨灰葬于绿树红花之下。相
比传统墓穴，以树葬、草坪葬等为代表的生态葬法不仅节地环
保，且售价低廉，但在许多地方生态葬墓区卖得并不太好。

清明节前，记者在辽宁、广西、上海等地一些公墓看到，许
多墓园里都多了一片生态葬区。但是与传统白色公墓区域祭
祀者、前来参观选购者络绎不绝相比，生态墓区显得颇为冷清。

在鞍山市弘莲墓园树葬区域，成片的油松、云杉、银杏等在
微风下摇曳，树木间飘荡的轻音乐让园区毫无压抑感。“埋葬一
个人，种下一棵树。”弘莲墓园负责人葛继红说，从事树葬20多
年来，弘莲墓园已栽种树木7万多棵，绿化荒山300余亩，“一路
艰难前行，至今墓园已埋葬骨灰6000多份。”

而一些近几年才推广生态葬法的墓园则没有这么幸运。
在甘肃兰州城郊一座公墓，尽管每份树葬的价格只有4000至
8000元，比一旁的传统墓穴低了三分之二还多，但推出两年来
只卖出了不到100份，还不到树葬区域的5%。公墓负责人洪
先生无奈地说：“没办法，现在老百姓还不认这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副处长伍用文介绍，当
前广西已有12个县市开展节地生态安葬，2020年以骨灰撒海、
花坛葬等方式，安葬骨灰2457份，比2019年增长了15%。但
显然这样的数字与传统葬法相比，还是相当不成比例。

传统葬法仍占主导

“当前，我国生态葬发展在区域间的差别很大。”长沙民政职
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卢军说，东部沿海地区受土地资源紧张、传统
墓穴售价太高，而政府对生态葬法补贴力度较大、百姓思想观念
较先进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生态葬推行程度尚可。但在中西
部地区，推行效果仍不是很理想。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许多地方都要求每个墓园必须配备生
态葬区，一些公墓从行业发展趋势考虑，也由传统墓穴向节地生
态葬法转型。以辽宁鞍山市为例，目前生态葬面积占墓园总面
积10%左右，“十四五”规划末期，这一比例将达30%以上；在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生态葬面积已占到公墓面积的20%以上。

“与国家、企业推行生态葬的强烈意愿相比，市场需求却有
些跟不上。当前，传统葬法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仍难撼动，”卢军
说。

“人们很重视入土为安，现在接受生态葬的人相对较少，普
通家庭仍偏向传统墓葬。”广西登朝岭生态墓园卢经理认为，部
分人仍存有“厚葬”观念，认为通过传统墓碑祭祀，才能寄托哀
思，体现孝道。南宁市民覃先生就说，他还是倾向传统墓葬，这
不仅是一种仪式，也是精神寄托。“当我想祭拜的时候，总得能找
到一个祭拜的地方吧。”

此外，一些殡葬商家赚取暴利的经营模式，也在固化人们的
传统殡葬观。“比如有的公墓雇请花圈店、风水先生等帮助推销，
这些人为了提取高额回扣，自然会推荐高价墓地。而丧户既然
多花了钱，也偏向于见到更多实物。”一位生态树葬从业者说。

葛继红介绍，直至今日，殡葬行业暗箱操作，殡仪师鱼龙混
杂，有的甚至宣扬封建迷信的现象还未消除，这仍在助推百姓盲
目消费，进而使得传统殡葬大操大办的风气迟迟难以消除。

行业改革与移风易俗并重

业内人士认为，殡葬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是一个
长期过程，需行业改革与移风易俗并重。

针对一些地方在豪华殡葬上的攀比倾向，葛继红认
为，相关部门可出台更多刚性规范约束。比如可规定新建
公墓不允许建设永久性建筑，不允许建造钢筋、混凝土的
人造景观，必须配备一定比例的节地、生态葬区等。“此外，
国家在审批新公墓时，指标更多向环保型、绿色型墓园倾
斜，尽量减少新建白色公墓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

同时，管好殡仪师这一关键群体也很重要。辽宁省殡
葬协会相关负责人认为，作为直接跟丧户接触的一线从业
者，殡仪师对百姓观念的影响不容小视。“目前，多数地方
的殡仪师群体普遍存在人员流动性大、无正规培训、素质
不高等问题，他们在服务中的种种乱象，直接影响着国家
倡导的阳光、绿色殡葬。”这位负责人说，主管部门和行业
协会可以从完善落实法规和制定行业标准入手，建立从业
人员档案库，提高准入门槛，督促殡仪师等殡葬服务人员
加强自律。

此外，加强市场端创新和优质产品供给同样重要。卢
军认为，殡葬简办并不等于简陋，一方面，生态墓地可以建
设成为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艺术载体，以庄严肃穆而不失
典雅温馨的环境，让逝者家属感受到生命回归自然。另一
方面，公墓要加大符合人们文化品位和精神需求产品的供
给，节地生态葬法尤其要在庄严感和仪式感上有更高标
准，体现对逝者的尊重。“如果该实行的政策和服务都到
位，那么生态葬肯定会叫好又叫座。”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记者王炳坤 白涌泉 黄庆刚）

不少红军墓、纪念碑老旧破损周围杂草丛生 英烈忠魂不容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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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记者彭韵佳）据
国家卫健委1日消息，2020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为23.15%，比2019年提升3.98个百分点，增
长幅度为历年最大。

2020年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8.08%，农村居民为20.02%，
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东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为29.06%，中部地区为21.01%，西部地区为
16.72%，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
西部地区。

此外，本次监测结果还呈现出男女差别不大；
年轻人高于老年人；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水平
越高等特点。

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居民6类健康问题素养
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素养55.23%、
科学健康观素养50.48%、健康信息素养35.93%、
传染病防治素养 26.77%、慢性病防治素养
26.73%和基本医疗素养23.44%，均有提升。其
中，传染病防治素养增幅最大，较2019年提升
7.56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迅
速建立各级疫情信息发布机制，及时解读防控政
策，大力开展健康科普。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学习
疫情防控知识和技能，践行少聚集、戴口罩、测体
温、保持社交距离等疫情防控措施，有力推动了健
康素养水平提升。

据介绍，本次监测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
的336个监测点。

2020年我国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3.15%
增长幅度历年最大

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介绍，目前拉
萨至林芝铁路新建的桥梁、隧道、路基铺架主体工
作已全部完成，4月1日起至4月30日，拉萨至林
芝铁路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拉林铁路是国家“十
三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全长435公里，设计时
速160公里，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

图为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技术工人在拉林铁路
进行接触网精调作业。 新华社发（焦宏涛 摄）

拉萨至林芝铁路开始静态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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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中乱港分子黎智英等组织
及参与非法集结罪两项控罪成立

新华社香港4月1日电 反中乱港分子黎智
英、李柱铭、何俊仁等9人涉及2019年8月18日
的“流水式”集会，被控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
及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法官1日裁定黎智
英等7名被告上述两项控罪成立。

同案另外两名被告梁耀忠及区诺轩，较早前
已分别承认一项及两项控罪，法庭1日听取两人
的求情。该案件2月16日由香港特区区域法院
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9名被告中，区诺
轩在法庭上承认两项控罪，梁耀忠只承认其中一
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黎智英等其余7名被告
在2月16日的庭审上不认罪。案件3月10日继
续审理，全部控方证人当日下午作供完毕，法官裁
定所有控罪表证成立。4月1日，法官作出裁定。

我国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
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记者吴雨）中国人
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1日表示，通过多措
并举，我国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大幅增长。2月末，
我国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5.62万亿元，同比增
长38.8%，增速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

邹澜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央行已关注到我国制造业投资低迷的现象，这是由
于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高技术制造业的投资增速较快，但是占比较为有
限。另外，一些制造业企业向轻资产方向发展，厂房
设备由购买改为租赁，共享制造新业态也在逐步发
展，这使得企业的投资需求发生较大变化。

“受外部经济环境和疫情影响，制造业企业的
流动资金紧张，贷款主要用于满足流动性资金需
求，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信心还有待恢复。”邹澜
说，为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人民银行强
化宏观审慎评估，加强政策协调配合，与其他金融
管理部门一道，多措并举推动了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大幅增长，金融支持制造业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