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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至$日是市民集中扫墓的
时间#根据海口市民政局制定的$海
口市清明节群众祭祀活动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 为做好&'(&年清明节期
间公共交通保障工作#尽量减少清明
节的车流量#海口市运管处拟对部分
公交线路进行微调#$日后恢复原线
路运行&

海口运管处要求#在此期间要加
强车辆技术性能和车容车貌维护工
作#确保保障工作安全顺畅和乘车环
境卫生整洁& 保障前#各企业要加强
车辆的安全检查和卫生整治工作#确

保车辆技术性能和设施完好#车厢内
外卫生'整洁& 在保障运营中#企业要
加强营运管理#保证各保障线路车辆
准点发车# 禁止滞站候客等违章行
为(严格按照有关部门制定的收费标
准收费&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较多扫墓人
群# 由海口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辆
机动车辆为储备运力# 随时提供机动
保障&另外#拟定)路&'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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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辆公交大巴车作为机动保障#

根据需要适时调整延伸至颜春岭'吉
萌贤参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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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陈坡烈士陵园占地(亩左右#墓
前种着苍松翠柏& )解放海南烈士之
墓*位居中间#两座)无名烈士之墓*分
居左右&

)中间这个坟墓安葬着三名烈士的
遗骸#听村里的老人说#其中一人是排
长#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 *王良机说&

此时#海风吹来#周围的树林轻轻摇
摆#涛声低吟& 伴随着老大爷王振武的讲
述#*&年前发生在兰陈坡那场激烈的战
斗场面仿佛在记者的眼前展现+++

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兵团某先锋
营在临高登陆后# 为了摧毁设在扶堤
西村兰陈坡国民党军队海防据点#决
定与琼崖纵队联合发起一场战斗&

+,-'年.月/)日凌晨#琼崖纵队八团一
营长符运丰率领的一' 二连指战员及
渡海先锋营的部分官兵# 在兰陈坡附
近与驻守的国民党部队交火& 国民党
海防营凭借援军及大炮的支持# 负隅
顽抗#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损失惨重#

我琼崖纵队0团一营一连排长符仁开'

陈不显等及渡海先锋营共.'多名指战
员光荣牺牲& 为了保存实力#先锋部队
与琼崖纵队被迫撤退&

王振武说#当时战斗结束后#他们
扶堤西村的村民受命收烈士的遗体安
葬& 但国民党官兵横加阻拦#在村民据

理力争后#对方勉强同意#但不允许一
尸葬一坟& 无奈之下#村民只能将几名
烈士合葬一墓& 之后#每年清明节#一
些村民自发给这些无名烈士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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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机说# 当时这.'余烈士分葬

在三处地方+/个坟墓# 两处在他们村
旁#离陵园几百米#另一处在昌黎村#

离陵园约.公里& 多年来#村民有个愿
望# 希望能给这些默默无闻的无名烈
士修个公墓#供后代参观瞻仰#但因种
种原因这一愿望无法实现&

村民的愿望在去年++月出现了转
机& 临高县要修一条沿海大道#大道刚
好经过几个烈士坟墓#需要搬迁& 扶堤
村的村民们就向东英镇政府提出#由
他们提供地皮# 把三处无名烈士的坟
墓搬到一处#修一个烈士陵园& 这个提
议得到了东英镇委书记桂若松的高度
重视# 桂若松立即跟临高县政协副主
席兼民政局局长林健刚商量& 林健刚
表示赞成#一方面向省民政厅汇报#同
意从烈士陵园维修专项资金里安排/-

万元修建一个烈士陵园# 一方面派人
会同东英镇政府配合扶堤村村民一起
选址'迁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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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机告诉记者# 听说县里同意

修建烈士陵园后#村民们很高兴& 陵园
选址定在灌溉水井旁#需要占用村民王
学新的甘蔗地#王学新二话不说#表示
支持&今年+月+$日迁坟的日子#全村老
人包括老干部老党员/'多人自发组成
迁坟队# 分赴三处烈士坟墓进行迁坟&

为了在一天之内把.'余名烈士的遗骸
迁入陵园#村民们带上饭团#以饭团充
当午餐&从早上0点一直忙到下午$点多
钟#顺利地把.'余名烈士的遗骸迁入陵
园& 在搬迁里#他们发现坟里还有子弹
壳'皮带扣'弹夹等遗物#便小心地收拾
起来放好& 在这批遗物中有一颗子弹
头#)这是从那位牺牲的排长的大腿骨
头里取下来的#*王良机说&

今年春节一过# 烈士陵园开始动
工#王良机等村民天天来到工地#义务
帮工#帮忙平整土地#种树种草#直到
陵园建成&)扶堤西村的村民是好样的#

多年来他们默默守护着无名烈士的坟
墓#在修建陵园里#无偿提供地皮#又出
工出力帮忙# 他们这种精神令人感动#

值得表扬& *东英镇委书记桂若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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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做好清明
节渡口渡船的安全监管工作# 确保
节日广大群众的出行安全# 近日#

三亚海事局新村海事处联合陵水港
航所' 华东村委会# 深入陵水椰林
镇华东村委会对当地渡口渡船进行
安全检查& 检查内容主要包括船舶
有关证书' 船员证书' 救生和消防
等设备情况& 其中# 执法人员在检
查中发现# 一艘名为 )水口椰子岛
+* 的渡船存在救生和消防设备不
足' 未标示乘客定额等$项安全隐
患&

对此# 海事部门勒令其清明节
前限期整改# 同时还对渡船经营人
和船员进行安全教育# 要求华东村
委会' 渡工认真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制& 下一步海事部门将同椰林镇人
民政府一道对本次检查所发现的问
题共同开展磋商# 进行跟踪整改#

消除安全隐患# 确保清明节期间出
行的广大群众能乘上放心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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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0日1&,日#省民政
厅相关调研组到万宁'陵水等市县对
殡葬改革进展及乱埋乱葬坟墓整治
情况进行检查#并督促各市县民政局
联合相关部门在清明节期间做好群
众祭祀安全保障工作# 推行鲜花祭
祀'网络祭祀'家庭追思会等健康文
明的祭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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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0日# 记者在万宁市东山岭
风景区看到#当地老百姓正忙着就地
平整坟墓#实行草坪葬#即不留坟头'

拆除墓圈'墓碑平置#然后在平整后
的墓地上种植草皮和松柏树& )在东
山岭风景区内#目前已搬迁了+*$+座
坟墓#就地平整植树绿化的方式受老
百姓欢迎#只要按规定时限整治的墓
主政府都将给予补偿& *万宁市民政
局蔡副局长表示&

具体补偿标准为,在.月.+日之
前#一种是将坟墓迁移出风景区#埋
葬到公益性公墓的墓主#埋葬*年以
上的单人旧墓#每座补偿&'''元(埋
葬*年以内的每座补偿&-''元& 另一

种就地平整的坟墓每座补偿+-''

元& 以上两种形式#只要在规定时间
内#同意自行迁移或就地平整#或由
政府统一平整# 并办理有关坟墓整
治手续#每座再奖励+'''元& 自行迁

移*年内的坟墓# 政府将补贴.-''

元&

据了解# 万宁将建设&个市级公
墓# .个镇级公墓# 从而满足绿色殡
葬的需求& 目前# 陵水已建成)个公
墓# 穴位.'',.个# 已迁入坟墓+*,0'

个& 今后将再投资+2-亿# 筹建文罗
公墓.''亩' 新村龙广公墓*''亩' 黎
安先行试验区公墓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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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民政厅政策法规处处长
石清理介绍# 万宁' 儋州将建立殡
仪馆# 逐渐推行火葬方式& 儋州市
已完成殡仪馆建设前期准备工作#

力争年底前动工# 万宁市殡仪馆正
进行前期论证工作& 目前# $海南
省公墓管理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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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拟定# 预计年内出台# 规范公益
性公墓的管理和经营性公墓的定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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