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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壁葬葬推推广广1188年年仍仍““叫叫好好不不叫叫座座””
烟台1621座壁葬墓穴18年仅售出600个

本报3月31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4月4日(本周六)晚上将发生
一次全国可见的月全食，天气条件
好的话，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可观赏
到美丽的“红月亮”。此次月全食全
食阶段的“红月亮”将持续12分钟，
下次烟台能够看到月全食要等到
2018年1月31日。

据烟台气象专家吴树功介绍，
当晚烟台的月亮在18点11分从东
偏南方位升出，5分钟后的18点16

分，月亮进入地球本影，偏食开始
(初亏)；19点54分月球全部进入地
球本影，全食开始(食既)；20点06分
月球移出地球本影开始生光；21点
45分完全脱离地球本影而复圆。食
甚时刻约在20点，日月冲望(满月)

时刻在20点05分。
据了解，此次月全食月亮在地

球本影中的位深比较浅，从食既到
生光的全食阶段只有12分钟，红月
亮现身时间要比2014年10月8日的
59分钟短得多。

周六晚烟台夜空

将上演“红月亮”

本报3月31日讯 (通讯员 刘
伟 记者 孔雨童) 为有效防控
火患，近日福山高新产业区对辖区
城中村10余家村庄改建后占用院
落违法经营、堆放大量易燃物品的
扶贫收购站进行取缔。

为有效净化城中村消防安全
环境，近日烟台市福山高新产业区
管委联合辖区派出所、区消防大
队、村委会等部门对位于城中村的
10余家久拖未改，易燃品较多的废
品收购站进行彻底取缔。

截至3月底废品收购商已陆续
将废品装车清理，通过此次行动使
城中村的消防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福山取缔10余家

违法废品收购站

本报3月31日讯(通讯员 袁圣
凯 蒋楠 记者 柳斌) 从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获悉，5月起将
对全市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监管系
统进行升级，届时由于系统升级可
能造成车辆年检系统暂停使用，交
警部门建议5月份需要年检的车辆可
提前至4月份进行检验。

根据公安部、国家质检总局
《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
的意见》以及省总队的工作部署要
求，从今年5月要使用全国统一版
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监管系统。

“因为系统建设、调试需要一
个过程，交警部门建议5月份需检
验的车辆可提前到4月份进行检
验。”市交警支队车管所副所长闫
庆辉说。

5月全市将升级

车辆安检系统

本报3月31日讯(记者 李楠楠)

近日市教育局召开了2015年全市
中小学综合实践教育工作会议,全
市35个教育实践基地受表彰，未来

“社会大课堂”将常态化开展。
烟台市博物馆等35个基地在

支持学校综合实践活动和社会大
课堂中表现突出，被授予“烟台市
优秀综合实践教育基地”称号。

实践教育处张丽主任介绍 :

“目前我们实践教育部门正深入打
造‘百堂基地实践课’，探讨构建全
市性实验点校与特色基地一对一
的‘基地课程开发共同体’，形成基
地课程资源共享机制，引领‘社会
大课堂’常态化推进。”

35个实践教育基地

受市教育局表彰

本报3月31日讯 (记者
张晶 ) 辛苦一年的农民工在
休整一个正月之后，卷卷铺
盖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奋斗。
进入三月“开工月”以来，多
数项目陆续开建和复工，不
少劳务公司和劳务队还奔波
在找活儿的路上。记者走访
多家施工现场和劳务公司了
解 到 今 年 农 民 工 活 儿 不 好
找，同时工程款回款难也使
劳务揽工更加谨慎。

老张是从事工程机械设备
供应的一家公司老板，在工程
领域摸爬滚打了十多年，因此
他的“朋友圈”也基本与工程有
关，每年形势好坏，老张都能敏
锐地察觉出来。

“现在活儿不好找，有点
活儿还争着干，争到手还不太
敢干。”老张搭建了一个免费
平台，专门从事劳务中介工
作。

老张说，年底回不上款，劳

务公司没钱投入，给农民工的
工资结不了，很多小包工头就
散了，“能在家里打麻将，也不
跟你出来干。”

根据往年的行情，一个普
通的工人在工地干一天，平均
在200元左右，现在找个活儿，
一天150元，只干半天，就能拿
75元，“这就不错了，能把一天
的吃喝挣出来就美得很。”老
张说。

一家国有建筑企业相关人

士告诉记者，今年年后复工之
后，发现公司今年的大项目没
有往年多，虽然项目少了，但也
没到无项目可接的地步，但是
相比渠道较窄的劳务公司，乃
至下面的劳务队和各个分包团
队，今年的工作往往没往年顺
利。

“形势不好的时候更应该
报团取暖，整合客户资源，信息
互通有无，争取干活儿的能找
到要人的。”老张说。

有有点点活活儿儿争争着着干干，，争争到到手手又又不不敢敢干干
今年劳务工人找活有点难，业内人士建议抱团取暖

本报3月31日讯(记者 李
静 通讯员 潘志刚 ) 清明
节是春季森林防火的最关键时
期，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近
日，莱山区各街道办事处相继
开展森林防火演练，预计清明
节期间全区将有3000多人加入
备战防火大军。

3月31日，莱山区院格庄街
道组织本街道森林防火专业队
进行了森林防火演练。“主要是
提高大家的实战技能和灭火器
具操作水平。”莱山区农林局林
政执法稽查大队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当天除了院格庄街道还
有解甲庄街道、莱山街道、莱山
经济开发区和黄海路街道5个
街道(园区)累计400余人举行了
森林防火演练。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
做好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工
作，区委、区政府办公室下发

《关于切实做好清明节期间护
林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要
求4月3日至6日，每天早5点至
晚8点，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职
责分工，深入一线抓好防火工
作，全面杜绝一切野外非法用
火行为。

“清明期间全区森林防
火专业队伍、护林员、机关干
部、村居两委成员及群众全
体参与防火。”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莱山区有区、街两级森
林防火专业队伍200余人，护
林员219人，加上各级机关干

部、村居干部群众，清明节期
间，全区每天将有3000余人备
战防火。

此外，区直各部门和驻区
各单位要按照包村分工，确保
每一个山村有人包、每一座山
头有人管、每一个坟头有人看、
每一条进山路口有人守，把山
林火警减少到最低限度。

同时，区护林防火指挥部
成员单位要认真做好森林火灾
的组织指挥、人员调配、机具装
备、通讯联络和后勤保障等各
项准备工作。

清清明明期期间间每每天天将将有有33000000余余人人防防火火
莱山区正进行清明森林防火预备工作

清明时节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孟昱彤

近年随着国土资源的剧
烈消耗，人们越来越重视生前
身后事的绿色环保，但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尽管心理上能接
受生态葬，实际选择中多数市
民还是选择传统土葬墓穴。烟
台推出壁葬18年，1621座壁葬
穴位仅售出600个，此外树葬、
草坪葬等方式也不温不火。

相比不菲的墓地价格，在烟台
已存在了18年的壁葬显得格外“亲
民”，然而这种新型环保的生态方
式却不为多数市民接受，18年来
1621座壁葬穴位仅卖出600个。

临近清明节，不少市民错峰祭
扫，和传统土葬墓地贡品鲜花不断
的景象相比，永安公墓壁葬墓穴略
显冷清。

记者在永安公墓注意到，大多
数壁葬墓穴目前都处于闲置状态，
有一些没有使用的墓穴因为没进
行密封处理，经长时间腐蚀已长了
苔藓。零星有逝者亲属送上塑料花
和贡品祭扫。

“近年来观念有所改变，但仍
以经济考量为主。”永安公墓工作
人员称，目前每年选择壁葬安置亲
人的市民不足百人，多是离异、孤
寡老人和家庭条件欠佳的市民，主
动选择壁葬方式的仍是少数。

和壁葬遇冷情况相似，
回龙山功德园推出的树葬、
草坪葬的生态葬法也一直不
温不火。

3月31日下午，记者来到
位于回龙山功德园西侧的树
葬区域和草坪葬区域。树葬
区域是呈南北走向的长方形
地域，每一个墓碑长约20厘

米，宽约10厘米。据了解，树
葬选用的树都是五针松，价
格在5000元上下，每棵树下
可容6个双穴位。虽然价格便
宜且环保，但选择的人数并
不多，在这一区域总共有500

个双穴位，目前出售的仅为
110个左右。

“由于当地人对于墓葬

树碑立传的观念，选择树葬
和草坪葬的人数并不多。”回
龙山功德园工作人员说。

紧挨着树葬区域的是草
坪葬区域，在草坪上平放着
100多个墓碑，已经使用的达
半数以上。“草坪葬实际上是
效仿西方，价格在 1万元左
右。”工作人员介绍说。

从国外留学回来返烟工
作的白领张楠对生态葬法并
不排斥，和家人商量之后，她
想在百年之后选择草坪葬的
方式供后人祭奠。

“国外很多墓园都这样，
让人感觉很安宁。”张楠说。但
像张楠一样能接受生态葬法
的市民并不多。采访中，多数
市民表示能接受生态葬法，但

对是否会在安葬亲人时选择
此种方式持观望态度。

市民心理也影响着墓地
市场。继2009年先后推出了新
型的树葬和草坪葬后，莱山
回龙山功德园预计在今年7月
推出30个花坛葬墓穴。考虑到
市民的接受程度较慢，回龙
山功德园称会根据供需情况
决定接下来的开发力度。

日前，烟台市政府下发
《关于推进殡葬改革工作的
意见》称将从4月1日起，大力
推行树葬、草坪葬、壁葬、花
坛葬等生态葬法，到2020年
生态安葬比例达到40%。

“市民传统观念改变需
要时间，生态葬法还需大力
推广和宣传。”市民政局工作
人员称。

树葬、草坪葬不温不火

市民接受生态葬法尚需时间

壁葬遇冷

18年仅售出600个

回龙山功德园草坪葬区域使用人数有限，问询情况也不温不火。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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