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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当天去公墓可乘免费车
4月4日早6:30发车到中午12：00结束，班次间隔时间约15分钟

本报威海4月1日讯 (记
者 许君丽 通讯员 林
伟强) 1日，记者从威海市
民政局了解到，4月4日清明
节当天，威海市公墓管理处
将租用3辆大巴车开通“蒿
泊—金山公墓”的临时直达
班车，前往金山公墓祭扫的

市民可免费乘坐。清明节期
间，市民没有带走的祭奠用
品，工作人员保留3天，3天
后将协同环卫部门清理运
走。

清明节期间，威海市预
计将有近7万人前往金山公
墓进行祭扫。为方便市民出

行，清明节当天，威海市公
墓管理处将租用3辆大巴车
开通“蒿泊—金山公墓”的
临时直达班车，前往金山公
墓祭扫的市民可免费乘坐。
该临时班车从早6 :30发车，
到中午12：00结束，班次间隔
时间约15分钟，请祭扫市民

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今年，威海市公墓管理

处积极提倡鲜花、水果等低
碳环保的文明祭扫方式。为
方便市民选购，公墓管理处
协调商家在园区内准备了
鲜花等祭扫用品，方便市民
采购，同时希望市民文明祭

扫，不要在墓区烧纸。工作
人员将24小时值班，随时为
广大市民提供服务。

对祭奠用品如何处理
一直是市民关注的问题。
威海市公墓管理处始终提
倡鲜花、水果等低碳环保
的祭奠方式，希望市民在

离开时将祭品收拾带走。
据工作人员介绍，平日对
没有带走祭品的处理，是
在第二天由清洁员清理。
清明节期间，未被带走的
祭奠用品，工作人员予以
保留 3天，3天后将协同环
卫部门一同清理运走。

本报威海 4月 1日讯
(记者 李彦慧 ) 4月 1

日，环翠区塔山社区的老
义工殷树山夫妇给本报
打来热线，呼吁市民用鲜
花代替纸钱祭祀。老人
称，他们已在家中准备了
百束鲜花，市民如有需
要，均可以免费领取，并
公 布 了 预 约 电 话 ：
5214847。

1日上午，殷树山和
刘彩凤正在整理一盆盆
鲜花。殷树山夫妇是威海
市的老党员、老义工。老

夫妻告诉记者，几十年来
他们一直用鲜花祭奠先
人。“既低碳环保，又安全
文明，也更能表达对先人
的尊重。”殷树山呼吁市
民，尽量采取文明环保的
祭祀方式。

“每年的清明节，几乎
都有因为祭祀而引发火灾
的事。祭祀是对先人的一
种纪念，这不在于花了多
少钱，重要的是心意。晚辈
亲手扎一束鲜花，更能倾
注对先辈思念之情，这种
祭奠方式是不是更应该提

倡？”殷树山说。
为了呼吁更多的人

选择文明环保的祭祀方
式，两位老人在家中准
备了百束鲜花。市民如
果需要，都可以到塔山
社区免费领取。“我们夫
妻俩已经 8 0 多岁了，都
能接受和选择这样文明
环保的祭祀方式，我们
希望年轻人和更多的市
民也能选择更节俭、更
文明的方式祭奠先人。”
刘彩凤说，鲜花是他们
在院子里自己种植的，

市民只要需要，可以提
前给他们打电话。这样
他们可以从院子中采摘
新鲜的花叶，也可以提
前扎好花束。另外，他们
还准备一些纸扎花，也
为市民免费提供。

“我们希望大家来学
着扎一束鲜花，这样更能
表达对先人的尊重和思
念。”两位老人说。他们希
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加入
到文明祭祀的队伍，也欢
迎更多的人来宣传文明
祭祀。

义工殷树山夫妇准备了百束鲜花，呼吁市民文明祭祀———

“如果需要鲜花，我们免费提供！”

本报威海4月1日讯
(记者 许君丽 通讯
员 林伟强 ) 为应对
2 0 1 2 年清明节祭扫高
峰，近日，威海市对清
明节文明祭扫、防火安
全 等 工 作 提 前 作 了 安

排和部署。记者采访了
解到，今年威海市积极
倡导鲜花缅怀先人、文
明绿色祭扫、网络祭扫
等 健 康 文 明 的 祭 扫 方
式。

近年来，随着传统墓

葬带来的用地紧张、费用
高涨等问题，不少城市
开始推行海葬、树葬、
草坪葬等绿色殡葬。作
为滨海城市，今年，威
海 市 积 极 在 全 市 开 展
骨灰免费海葬活动，撒

散具有威海市常住户籍
死亡居民的骨灰，可免收4

名丧属船舶使用、可降
解 盒 、鲜 花 、手 套 、礼
仪 、海 葬 证 等 服 务 费
用，首次海葬活动安排
在今年8月下旬。

威海倡导文明绿色祭扫

格相关新闻

本报威海4月1日讯(记
者 许君丽 通讯员 蔡
海沧 洪福) 清明节日益
临近，为防范市民祭祖扫墓
引发山火，影响输电线路的
安全可靠运行。近日，威海
供电公司制定防山火应急
预案，认真研究制定多项措
施，仔细检查输电线路，全
面部署线路防山火破坏工
作。

为保证输电线路安全
可靠运行，威海供电公司专
门成立防控山火线路巡视
小组，加强巡视力度，增加
巡视频次，对防山火重点区
域采取专人蹲守。组织开展
线路通道安全隐患综合排
查整治，对山火易发区段线
路隔离带进行清扫砍伐，全
面清理线路保护区内堆放
的易燃易爆物品。根据巡视

情况，进一步完善山火隐患
档案，对距线路通道较近的
墓地和树木较多的易发山
火地域进行重点记录，明确
输电线路通道内防山火破
坏的重点区段。

另外，威海供电公司还
利用清明节前的有利契机，
结合线路特巡工作对线路
周边祭祖烧纸人员开展护
线知识宣传，向附近的村委
会、群众发放，讲解预防山
火、保护电力设施的相关材
料，重点强调烧山事故的危
害，正确引导线旁群众清明
期间文明祭祀，提升群众安
全用火意识。工作人员还主
动与林业、公安部门沟通情
况，建立火情互报共防机
制，与线路沿线各级林业站
建立联系，共享火警信息资
源，提前主动防控山火。

供电公司制定应急预案

检查输电线路防山火

壁式墓、草坪墓或下半年推出
价位将比传统墓低

近千名学生扫墓缅怀先烈

本报威海4月1日讯(记
者 冯琳) 1日，记者从威
海市公墓管理处了解到，为
节省墓地用地面积，满足市
民对低价位墓碑的需求，威
海市公墓管理处正在建设壁
式墓及草坪墓，预计今年下
半年会开始推广并出售。

1日，记者在威海市公
墓管理处看到，施工人员正
在建造壁式墓。威海市公墓

管理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称，壁式墓、草坪墓可以节
约空间，同时又能满足市民
对低价位墓碑的需求。这些
墓地建成后，价位将比传统
墓价位低。

目前，该两种新式墓正
在建造中，预计将建造60座
壁式墓及400座草坪墓，预
计今年下半年，该两种新式
墓便可开始推广并出售。

3月30日，威海市古寨中学近千名少先队员到威海烈
士陵园开展“忆先烈伟绩、明时代使命”扫墓及入团宣誓
活动，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祭奠先烈的忠魂英灵。随后，
同学们还为烈士敬献亲手制作的白花。

本报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孙妮静 摄

清明节将至，4月1日，刘公岛景区职工30余人来到北
洋海军忠魂碑前，为北洋海军将士献花，进行哀悼活动。

本报记者 王帅 王震 摄

悼念北洋海军

早7点至10点为每天祭扫的高峰期

清明扫墓尽量错峰出行
本报威海 4月 1日讯

(记者 冯琳) 1日上午，
记者在威海金山公墓看
到，大部分墓碑前已经摆
满了鲜花、水果等祭祀品。
不少市民选择自驾或乘公
交前来扫墓。按照往年经
验，清明节当天来扫墓的
人很多，交通比较拥堵，威
海市公墓管理处工作人员
提醒，扫墓尽量错峰出行。

1日上午，记者在威海
金山公墓看到，不少市民

选择提前祭扫。前来扫墓
的孙先生说：“每年清明节
当天，金山公墓内人山人
海，我年龄大了，喜欢清静
一点。尤其是金山公墓只
有三个祭祀池，祭祀池是
指定烧纸地点。如果大家
都清明节当日来祭扫，那
么祭祀池内肯定会很拥
挤。对前来祭扫的市民来
说也不健康。如果大家分
散来扫墓，既避过了交通
拥堵，同时也不至于使市

民集中于祭祀池烧纸。”
一对前来扫墓的父子

称，按往常年经验看，清明
节当天开车来祭扫的人会
非常多，停车的地方都很
难找。所以，他们便趁着今
天有空，便驾车提前来祭
扫。另外，有几位自荣成来
的祭扫者称他们住得太
远，清明节假期期间，市民
出行安排太多，路上交通
比平日拥堵。若清明节来
祭扫，路上堵车的时间会

更长，于是选择提前来祭
扫。

威海市公墓管理处的
办公室主任尹传田称，今
年清明节期间前来金山公
墓祭扫的群众不会低于7

万人次。自1日开始，扫墓
高峰期便到来，该高峰期
会在2日、3日、4日期间持
续。其中，早晨7点至上午
10点左右是每天祭扫的高
峰期，下午前来祭扫的市
民则较少。

两两位位老老人人已已经经准准备备好好鲜鲜花花备备用用。。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彦彦慧慧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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