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福山山殡殡仪仪馆馆有有一一对对““9900后后””小小情情侣侣
他们热爱这份工作，常为一句谢谢感动半天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孟昱彤

去年6月，福山区殡仪馆迎来一
对同为1992年出生的小情侣。一个做
火化工、一个做殡葬礼仪，尽管也曾
孤独和彷徨过，但科班出身的他们毅
然选择坚守。因为从事殡葬行业，工
作中他们无法像同龄人一样欢笑、嬉
闹。着素衣、满怀敬畏地为逝者整容
化妆，他们是守护逝者最后的精灵。

去年6月，大学学习殡仪礼仪专
业的浙江姑娘温祝静毕业后应聘到
福山区殡仪馆工作，原本已签约南方
一家殡仪馆的湖南小伙刘灿毅然放
弃工作跟随女友温祝静北上。“遇到
对的人不容易，两个人在一起比较重
要。”如今，在烟台扎根一年，刘灿和
温祝静渐渐习惯。

为逝者穿衣、整容，并进行火化，
刘灿从早上6点经常要忙活到半夜。

“和人交流时，会首先考虑别人
是否介意我们的工作。”刘灿坦言，多
年下来自己已有了一定的社交障碍。

在殡葬服务一线，受委屈甚至挨
打都是常有的事儿,不求被理解，温祝
静经常会为一句“谢谢”感动半天。

背悼词、主持现场礼仪，陪伴逝
者走完最后的仪式，温祝静的情绪也
时常跟着起伏。一次仪式结束后，她
站在一角默哀，有家属凑上前轻轻说
了句“谢谢”，登时她的心里就涌上了
一阵莫名的感动。

“那种感觉没法细说，就感觉自
己的工作被尊重和认可了。”温祝静
说。

专业人士逐渐入行，队伍呈“年轻态”

福山殡仪馆曾针对现
有工作人员进行调研，发
现现有在馆的2 4人中，2 0-
3 5 岁 的 工 作 人 员 就 有 1 2

人，其中本科学历 6 人，大
专学历 5人，队伍向着年轻
态和专业化发展。

此前媒体报道称，从
上 海 市 殡 葬 协 会 获 悉 ，
2 0 1 3年 3月录用的 1 0 8位大

学生留住了 1 0 0人，其中从
事炉化、遗体化妆等殡葬
一 线 岗 位 的 6 名 大 学 生 无
一人离职。而这些大学生
亦改变了上海殡葬行业原
有的人才结构，加快了上
海殡葬从业人员年轻化的
步伐。

“殡葬行业近年发展较
快，专业细分明显。”福山殡

仪馆王主任介绍说，专业院
校毕业生陆续入职，“科班出
身”的一线工作者带来了不
少活力和改变。

此外，王主任称，近年
来市民观念改变，接受程
度提升也是导致部分毕业
生选择殡葬专业的重要原
因。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小车跑高速免费

周六迎“出城”高峰

本报4月1日讯(通讯员 李其
波 刘庆华 记者 蒋大伟) 记
者从市公路部门了解到，清明小长
假期间，7座以下(含)小型客车将
继续免费通行,免费时间为4月4日
0:00至4月6日24:00。预计本周六上
午将迎“出城”高峰，市民出行最好
避开宜堵时段、路段。

根据以往经验，预计本周六上
午将迎“出城”高峰。公路部门同时
建议市民在出行前做一点“功课”，
错开车流高峰出行，并提前选好普
通国省干线公路作为备选线路，这
样一旦高速拥堵，可以选择绕行路
线行驶。对于短途出行的市民，市
公路部门也提供了部分国省道作
为参考，如前往青岛方向：可选择
行驶204国道；前往威海方向：可选
择行驶省道302成龙线等。

烟台市境内易发生拥堵的5处
收费站分别是：沈海高速福山收费
站、沈海高速栖霞收费站、荣乌高
速杜家疃收费站、荣乌高速蓬莱西
收费站、荣乌高速莱州收费站。为
节省出行时间，请尽量避免在高峰
时段从收费站上下高速。

交警建议

市民祭扫避开高峰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柳斌
通讯员 王建 ) 近日，不少市民
已经开始提前祭扫，交警提示3日
将迎来第一拨祭扫高峰，交警部门
建议市民当天绿色出行。

1日上午一大早，在位于机场
路的芝罘区殡仪馆门前道路两侧，
已经有售卖祭扫用品的商贩，或鲜
花或烧纸摆了不少。不少市民乘车
前来提前扫墓。

交警提示，预计自3日开始，到
机场路殡仪馆进行祭扫活动的市
民会逐渐增多，并在清明当天即5

日会达到高峰。
交警预计5日这天在芝罘区殡

仪馆及其周边道路会涌现出超过
5000台次的巨大车流，市民也会在
短时间内聚集达到万人以上。因此
交警建议，最好能够乘坐公交车或
是拼车前来，不进行祭扫活动的车
辆就可以绕开这一区域，另外就是
建议错峰出行，预计上午10时至11

时会达到高峰，请市民尽量提前祭
扫，或是延后祭扫，避开高峰。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李静
通讯员 秀娜 俪容) 为确保在
清明期间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芝
罘区林业局等部门成立4个督导
组，查访森林防火工作 ,要求清明
期间上山人员需登记。

“几个部门共同成立了4个督
导组，3月30日到5月31日期间，每
天早上5点到晚上8点之前，通过明
察暗访的形式，轮班检查防火工
作。”烟台市林业局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值班人员随时登记上山人员
信息。

临近清明，各县市区也纷纷部
署清明期间防火工作。莱阳羊郡镇
成立了由280人组成的森林防火预
备队，配备灭火车1辆、灭火机40

台，高压水泵4台，喷雾器36个，灭
火服、水桶、铁锨、铁拖把等防火器
具也全部配备到位；招远市要求全
市机关、农村、企业、事业、学校等
单位，特别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和国家干部签署《文明祭祀我先行
承诺书》。

临近清明，本报征集“寄
给天堂亲人的信”，邀您说出
自己的故事，用文字寄哀思。
活动倡议发出后，受到市民热
烈响应，陆续已有近10位读者
寄来信件，诉说对亲人的思
念。

“我们时时都在想念您，
在清明节到来之时，儿孙们向
您保证：一定牢记您生前的谆
谆教诲，认认真真做事，老老
实实做人，让您亲手培育起来
的良好家风发扬光大并传承
下去。”读者周子元写下了对

已仙逝父母的哀思。
清明寄哀思，在祭扫和

缅怀之外，本报为您开通另
一悼念的通道，说出您和逝
者的故事，本报将选出部分
优秀佳作刊登，给情感更多
宣泄的机会，让今后的路更

好走。
如果您愿意用文字表达

哀思，给逝者更多缅怀，可直
接 投 稿 至 s u n s h u y u s s y @
126 .com。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
习生 孟昱彤

本报开通悼念通道，说出您和逝者的故事

本报4月1日讯 (记者 张
倩倩 实习生 刘芃成) 3月
27日，烟台岩丰实业有限公司
在二马路1号东海山庄小区门
前贴出一张公告，声称要在环
山路隧道西口北侧建一个护林
防火站，此举遭到了业主的反
对。记者从规划部门了解到，该
公司建立护林防火站，并未报
规划部门审批。

3月27日，岩丰实业有限公
司在东海山庄门口贴出一张公
告，声称经烟台市芝罘区人民

政府奇山街道办事处、烟台市
芝罘区林业局备案批准，将在
环山路隧道西口北侧建护林防
火站，占地面积100平方米。此
公告一出，立即遭到了业主的
一致反对。

4月1日，记者来到环山路隧
道西口，发现山脚下的护林基石
被砸掉了一部分，山上的一些云
松被砍掉了很多枝干，还有一些
树木被连根拔出扔在旁边。

据东海山庄小区居民介绍
说，山上没有100平方米的空

地，若要建护林防火站必定要
破坏一些树木。“对于防火这方
面的事我们也很支持，建护林
防火站可以，但必须有相关部
门的手续。”

而据岩丰实业有限公司的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山的
产权单位是岩丰实业有限公
司，公司建护林防火站主要是
用于防火，只要在街道办和区
林业局备案就可以。

据了解，岩丰实业有限公
司已通过奇山街道办将建立护

林防火站的申请材料提交到芝
罘区林业局，但是否通过审批，
芝罘林业局还没有给出明确说
法。记者从市林业局了解到，护
林防火站面积一般在40平方米
左右，很少会审批100平方米来
建一个护林防火站。

芝罘区规划局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岩丰实业有限公司
要建护林防火站的行为并没有
经过他们的审批，也已经有市
民向其反映情况，他们正在处
理这件事情。

建建防防火火站站可可以以，，拿拿出出审审批批手手续续来来
东海山庄小区开发商建护林防火站遭业主反对

本报4月1日讯 (记者 齐
金钊) 4月1日，记者从烟台市
旅游局获悉，世界顶级豪华大
型邮轮美国“水晶交响乐”号将
于4月2日上午在烟台港停靠。
这是烟台市开埠以来接待的最
大的外国五星级邮轮旅游团。

据了解，“水晶交响乐”号

邮轮是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水晶
邮轮公司所经营的旗下五星级
豪华游船，该船甲板共有12层，
游船总长238米，船宽30米，最
大载游客量960人，船上员工
565人。此次游客800余人，主要
来自欧美国家。

游客们将参加“魅力烟台

之旅”“牟氏庄园+海滨游”“烟
台市区一日游”3条旅游线路，
主要游览烟台山、福建会馆、张
裕酒文化博物馆、滨海路、滨海
广场、栖霞牟氏庄园等能够反
映烟台深厚历史底蕴、鲜明文
化特色和城市风情风貌的旅游
景区。

烟台曾经是黄渤海地区重
要的邮轮停靠港，上世纪80年
代先后多次接待过国际邮轮
300多航次。2012年，烟台母港
曾迎来德国大型五星豪华邮轮
旅游团队。此次“水晶交响乐”
号邮轮的到来，让烟台邮轮旅
游再次成为焦点。

美美国国““水水晶晶交交响响乐乐””号号邮邮轮轮今今抵抵烟烟
该邮轮是烟台开埠以来停靠的最大外国邮轮

清明节期间

上山人员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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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在火化间观察遗体火化情况是刘灿的日常工作。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清明时节

“寄给天堂亲人的信”

新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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