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

12345678

!"#$

!

%

!"

&'

!记者!"

"

清明节前#多名将军后代将在海南寻访
父辈战斗过的地方$今天记者从有关单
位获悉#!月!"日至#月$日#由澄迈县委
县政府主办#海南将军博物馆%海南省
红色影视文化艺术促进会承办的&红色
记忆'海南红色旅游文化(大型系列活
动将在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澄迈
桥头镇玉包港解放海南战役登陆作战
纪念园和澄迈金江影剧院举行$

据介绍# 海南是红色文化发源地
之一# 革命先辈们在这块土地上浴血
奋战#坚持了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并配
合解放大军解放了全海南# 留下了许
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建设海南
国际旅游岛的今天# 通过对海南红色
旅游文化的全面整理# 发扬先辈们的
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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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南国都市报联合海南省工信
厅发出倡议书)请为地球熄灯一小时*

后# 广大企事业单位和读者纷纷致电
本报#响应倡议#同时表示要为珍惜资
源#保护地球家园出一份力$ 新海航大
厦也将在!'日(%)!%*(+)!%期间# 熄灯
一小时+ 世纪大桥将保持正常通行照
明情况下#关闭其他景观灯"小时$ 此
外#记者了解到#为发挥公共机构在全
社会节能中的表率作用# 进一步提高
广大干部职工的节能环保意识# 全省
各公共机构也将在!"日晚集中开展
&地球一小时(活动$

JKLMNOPQRS

TU

&

VW

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出通
知# 要求全省各公共机构要积极参与
&地球一小时(活动$ 在!月!"日(%)!%*

(")!%期间#关闭所有景观照明%办公照
明及其它一切不必要的照明$ 期间#国

兴办公区政府楼+ 海南广场办公区省
委%人大%政协办公楼+海府办公区等
都将熄灯"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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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要求#&地球一小时(活动开展
情况将列入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专项检
查内容#活动期间的相关照片%文件资
料及宣传资料注意留存备查$海南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节能处负责人表示#!"晚
将派出工作人员抽查各级公共机构开
展&地球一小时(活动情况$

通知还要求# 各级公共机构要高
度重视&地球一小时(活动#并认真抓
好落实$ 要以本次&地球一小时(活动
为契机#抓好平时节能宣传活动#强化
广大干部职工自觉节能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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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 我省各高校学子也将用自

己行动积极参与&地球一小时(活动$

由广大环保志愿者等组成的海南青少
年环保协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月(&日#就已经联系海南大学%海南师
范大学% 海南医学院等全省多所高校
环保协会负责人在桂林洋大学城开了
动员会议#倡导学生在!"日晚#积极参
与&地球一小时(活动#用自己的行动
关爱地球$

海南大学绿岛环保协会欧阳同学
也联系本报记者# 表示该协会将在!"

日当晚# 组织开展多种游戏# 吸引熄
灯后的同学来到校园食堂# 交流环保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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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去年积极参与熄灯后# 宝华海
景大酒店早在!月(%日就在酒店橱窗
张贴倡议书#号召全体员工在&地球一
小时(官网参与环保承诺#目前已经超
过,%人参与$ !+日晚(%)!%*(+)!%将关

闭酒店外围的所有泛光灯% 霓虹灯及
一切照明+酒店大堂调暗灯光+咖啡厅
则使用蜡烛照明$ 为此#酒店公关部特
地印制宣传 &地球一小时( 卡片+%%%

张#发给到店的每位客人#号召每一位
客人都参与到&地球一小时(活动中#

以个人行动的改善环境$

海口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将在!+

日晚上,)!%开始举行这次 &地球一小
时(节能活动$ 包括关闭外部指示牌照
明+调暗或关闭非必要的室内照明+在
适当的公共区域#如餐厅和酒吧#使用

蜡烛照明+ 并通过室内语音邮件和客
房内的电视信息向宾客宣传 &地球一
小时(活动$ 此外#围绕(%+(年&地球一
小时(主题#该酒店更发起了&寻找身
边的环保家(环保主题比赛活动#当晚
将分别对参赛者的环保作品进行评选
及颁奖# 众多酒店客人及酒店员工积
极参与其中# 为保护自然和地球做出
改变$

海南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也将在公司内部通过张贴海报等形
式#倡议大家一起参与熄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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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将至#为缅
怀英雄%纪念先烈#定安县各镇组织干
部群众和广大师生走进烈士陵园#开
展祭奠革命烈士活动# 以寄托对革命
烈士的追忆和缅怀$

另据悉#清明节日益临近#定安县
岭口镇烈士纪念碑% 母瑞山革命纪念
园% 苏维埃革命遗址等红色景点近日
接待游客量也日益增加# 多为单位团
体及在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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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海南省
军区某部(%%多名官兵#来到解放海南岛
战役烈士陵园#追忆往昔岁月#缅怀革命
先烈#告慰烈士忠魂#激励报国之志$

在祭奠现场#官兵们怀着无比崇敬
之情#为逝去的英烈敬献了花篮以寄哀
思#并重温入伍誓词#聆听英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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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即将来临#为确
保清明节群众祭扫活动交通安全畅
通%文明有序#避免意外交通事故和严
重交通拥堵事件发生#记者从有关部
门获悉#根据颜春岭公墓%浮陵水%吉
荫贤公墓%市殡仪馆等处的交通情况
部分路段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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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处祭扫场所地处海榆中线
两侧#由于清明节祭扫活动该路段车
流量将陡然增加#途经浮陵水路段的
群众#请通过绿色长廊绕行通往海榆
中线或返回海口市区#避免海榆中线
车流过于集中而引发交通拥堵$

祭扫车辆停车场设置,一是周边
石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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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浮陵
水墓场北侧村民自设的停车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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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允许海榆中线西
半幅单侧停车#禁止在东半幅停车影
响交通$ 由于届时车辆增多#建议市
民前往祭扫时&公交出行%拼车出行%

短途步行%高峰错行%拥堵绕行(#以
缓解交通压力#减少交通出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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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将至#市民纷纷
准备祭祀品# 以表达哀思和缅怀祖
先#祭祀品销售市场异常火爆#网上
祭祀品也随之升温#纸扎&-./012#和
-.34(价格从'5元到655元不等$ !月
!5日#记者在海口市大兴东路祭祀品
市场看到#随着文明祭祀%网络祭祀
等方式的推行#传统祭祀受影响又添
新货#手机%笔记本%宝马等产品都有
了冥界山寨版$ 对此#民俗专家呼吁
&祭祀都是形式# 还不如写一篇缅怀
的祭文#或给祖先写个传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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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临近#网络祭祀%网购祭
祀品等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微博上
就流传这样的段子,&小李听说最近
流行给先人烧-./012和-.34# 但自己
是个安卓用户#就去祭品店要求买安
卓手机$ 被告知没有后十分不悦#但
是店主只说了一句话#小李就屁都不
敢放了$店主说-烧个安卓#你祖先会
刷机么. /(

在该段子正被广泛扩散的时候#

一反应迅速的网友说7&刚看到说清
明烧苹果手机怕老祖先不会用#祭祀
店老板也说了# 乔布斯已经下去教
了#你们还瞎操心什么呀. (

其中# 也不乏一些自嘲的网友#

&以前烧个别墅或衣服都是小儿科#

还是旧观念 + 现在跟上潮流 #

-./012#%宝马啊祖先都应该有#这就
是孝心0 (记者也查询了一下网上祭
祀品销售#淘宝网上卖价(8元的&天
堂苹果-9/012#手机模型(受热捧#目
前已成交,6笔#!,:元的-.34居然也

成交了一笔$该专业祭祀品店表示还
可定做#标准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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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记者到海口市大兴东

路看到#祭祀品店都挤满了买东西的
人#大多以中老年人为主$ 店主们都
忙着为顾客搭配祭品# 其中手机%衣
服和手表搭配的套件十分受欢迎$

&手机有&诺基亚(%&三星(等#价格便
宜仅为(元#买的人热别多$ (女店主
介绍到#还有红色&宝马(#小的&元#

大的(:元$

该路段有数十家祭祀品店#记者
走访了近+:家#除了金元宝%香烛%冥
币等传统祭品热卖外#别墅%汽车化妆
品%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新祭品的销量
也不错$纸质的笔记本电脑#每个细节
都仿真#一位市民看后感叹到&山寨无
处不在#祖先也受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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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某事业单位工作的蔡女
士说#&近几年我用鲜花祭祀#然后用
水擦洗一下墓碑就行$烧祭祀品都是
个形式#重要的还是在老人活着的时
候细心照顾#那才是孝顺$ (

清明节该怎么祭祖. 记者咨询
了海南一民俗专家莫先生# 他说#

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风俗习
惯流传的都是形式# 随着社会的进
步# 人们可以用新的方式去祭祀#

比如# 给祖先写一篇祭文+ 有条件
的话# 还可根据家族史或在世老人
的回忆给祖先写个传记# 收藏起来#

流传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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