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致敬

本报4月2日讯“清明时
节寄哀思, 花香袅袅故人
知”。随着文明祭拜的观念渐
入人心， 越来越多的湖南人
选择用鲜花祭祖的方式寄托
哀思。今天，记者走访多家花
店发现， 清明时节鲜花市场
持续走俏，其中黄、白菊花价
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一倍。

菊花作为祭扫的主要用
花， 目前已占据各家花店中
心位置，白玫瑰、白百合等其
他素色鲜花也加大摆放量，
以菊花为主题的花束、 花篮
颇受欢迎。“黄色、 白色菊花
各十枝、点缀着几枝勿忘我，
这样一束花的价格超过100

元。”位于长沙市芙蓉中路的
一家花店老板表示， 现在的
菊花零售价每枝5元，平时每
枝仅售2元至3元。

据了解，除节日因素外，
鲜花主产地昆明受天气影响
和花农清桩带来的产能断
层， 也是今年清明期间花价
猛涨的重要原因。康乃馨、太
阳花、百合花、向日葵等零售
价均较大幅度上涨。

4月3日至4日，祭祀鲜花
还将迎来销售高峰, 预计菊
花等素色鲜花的价格会保持
小幅上涨。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彭雅惠

清明临近，菊花价格“翻倍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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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日讯 梨花风起
又清明， 无尽哀思无尽情。今
天上午，“生命的乐章”湖南省
2021年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
缅怀纪念活动在明阳山福寿
苑长沙市红十字遗体和器官
捐献纪念广场举行。来自省红
十字会、省卫生健康委、省佛
教协会、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
中心等单位的数百名干部群
众手持鲜花，共同致敬、缅怀
遗体和器官捐献者。

遗体器官捐献是奉献大
爱的人道善举，遗体器官捐献
者将自己的遗体、器官、无私
奉献给医学事业和需要救助
的病患者，他们用最具爱心的
行动诠释了人间大爱，用无私
高尚的灵魂谱写了人类生命
的永恒，是值得全社会尊崇的
高尚行为。据了解，截至今年3
月31日，全省历年累计实现公
民逝世后器官捐献2877例，共
捐出大器官7847个（其中肾脏
5548个、肝脏2227个、心脏51
个、 肺脏18个， 胰腺3个），使
7375名重病患者重获新生。我
省的《一个人球队》公益项目
（16岁的湖南少年叶沙捐献器
官、角膜救了7个人，其中5个
人出来组建了一支篮球队，为
少年叶沙圆篮球梦） 实施以
来，全省志愿捐献报名登记人
数达78722人。

活动最后， 省红十字会、
省卫生健康委、 省佛教协会、
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长
沙市红十字会和13个市州红
十会、9家移植医院OPO，遗体
和角膜接受单位等单位向捐
献纪念碑敬送了花篮。

■记者 田甜 李征
通讯员 陈玉龙

本报4月2日讯 4月2日上午，
湖南省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清明祭英烈”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在湖南烈士公园纪念广场举行。9
时整，中小学生代表、党员和各界群
众代表通过默哀、献花、献词、经典
诵读和参观纪念等方式礼敬先烈，
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历史、革命英雄、
革命事业的崇敬，对党、对祖国和对
家乡的热爱。

本次活动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湖南省
文明办、长沙市文明委主办,中共长
沙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长沙市教育局、开福区文明委
共同承办。

《献花曲》响起，礼兵稳稳地抬
起花篮，正步走向烈士纪念塔，将花
篮轻轻放下。以主办和承办单位及
湖南省全体青少年名义敬献的7
个花篮在纪念广场一字排开，花
篮的红色缎带上写着“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8个大字。 出席领导及
全省青少年代表庄重上前， 仔细
整理花篮缎带。

活动现场， 就读于周南秀峰中
学的新时代湖南好少年龙晓钰在革
命烈士塔前庄重发言：“我们会铭记
英雄先烈，继承英雄气概，发扬爱国
精神，认真学习，克服困难，拼搏奋
斗，努力开拓美好幸福的未来。”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肖凌之发言时指出，开
展未成年人“传承红色基因·清明
祭英烈”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就是
要让孩子们在重温革命历史中牢
记使命，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成
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活动最后，参加活动人员依次
向烈士献花并瞻仰烈士塔，表达对
革命烈士的崇高敬意。学生志愿者
和党员志愿者们在周边开展了维
护革命纪念地环境卫生、文明排队
礼让等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清明期间，湖南各地
将通过网络祭扫等方式陆续开展
“清明祭英烈”活动，让广大未成年
人在活动中学习党史故事，传承红
色基因。 ■记者 周可

我省举行未成年人“清明祭英烈”主题实践活动

让中小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用生命延续生命！
湖南器官捐献
帮助7375人重获新生 本报4月2日讯 记者近

日从省民政厅获悉， 湖南省
殡葬协会近日向全省会员单
位发出做好今年清明祭扫服
务工作倡议书， 要求做到文
明祭扫、平安清明。

为了做好 2021年清明
祭扫工作， 省民政厅3月中
旬向全省下发了《关于做好
2021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的
通知》， 要求大力推行文明
低碳祭扫，扎实做好清明祭
扫服务工作，省殡葬协会据
此向全体会员单位发出“加
强疫情防范， 做好服务管
控”、“强化隐患摸排， 确保
平安有序”、“深化服务，展
现殡葬新风貌”、“高度重视
服务宣传，做好舆论引导”、
“做好服务保障， 关心关爱
职工”五项倡议。

《倡议书》说，各会员单位

要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认真落
实主体责任，实行“预约分流
祭扫”， 对入园祭扫人群进出
信息认真做好登记、查验健康
码，测体温，要求祭扫人群佩
戴口罩进出园区，及时做好区
域消毒。 要高度重视交通、消
防等安全工作， 着重对防火、
防灾、防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
实施动态管控，确保在清明祭
扫期间不出现安全责任事故。
要充分利用信息化、 数字化、
科技化等手段， 推广网络祭
祀、 代客祭扫等新型祭扫方
式， 为更多群众提供便利，展
现新时代殡葬新风貌。各会员
单位要强化管理，做好自查自
纠，坚决防止价格欺诈、违规
经营、乱收费等侵害群众切身
利益的行为。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陈勇

省殡葬协会倡议文明祭扫
坚决防止价格欺诈、违规经营、乱收费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有600余名民警英勇牺牲
湖南省公安厅祭奠公安英烈

本报4月2日讯 今天， 湖南省
公安厅在湖南革命陵园举行“弘扬
英烈精神、争做忠诚卫士”缅怀英烈
纪念活动， 深切缅怀公安英烈的丰
功伟绩，大力弘扬克己奉公、无私奉
献、不畏牺牲的烈士精神。

祭奠仪式上， 湖南省公安厅民
(辅)警代表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并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重温入警誓
词; 聆听了全国红色故事金牌讲解
员周密同志上微党课;民警刘炜(公
安英烈后代)代表英烈子女发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全省公安机
关有600余名民警英勇牺牲，65名
民（辅）警被授予烈士称号。他们中，

有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在与穷凶
极恶的犯罪分子搏斗中，流尽最后
一滴血的长沙市公安局巡警支队
芙蓉大队民警张杰明 (全国公安一
级英模、革命烈士);有舍生忘死、
冲锋在前，在抢险救援中，为保护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倒在战斗第一
线的长沙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
易钦 (全国公安二级英模、 革命烈
士);还有更多烈士扎根基层、默默
奉献，用生命兑现人民公安为人民
的庄严承诺。他们的忠诚奉献和赤
诚情怀，必将激励全省公安民（辅）
警奋发进取、砥砺前行。

■记者 田甜 通讯员 彭吉露

清明·缅怀

清明·花市

清明·倡议

4月2日上午，“生命的乐章”湖南省2021年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在明阳山福寿苑长沙市
红十字遗体和器官捐献纪念广场举行。 通讯员 供图

退役军人事务部4月2日正式开
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发动社会力量共同为烈士寻亲。

英雄烈士在生死抉择面前，把
生命置之度外，将国家和民族放在
首位，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是新中
国最闪亮的名字。 但由于年代久
远、战争毁损等原因，一些烈士信
息载录不够详细，一些烈士亲属尚
不知晓烈士安葬地，一些烈士墓长
期无亲属祭扫。退役军人事务部成
立以来，认真做好烈士亲属关爱抚
慰和烈士寻亲工作，引导和支持社
会各界参与烈士寻亲，逐步推动运

用技术手段确认无名烈士身份和
亲属。

据介绍，开通“烈士寻亲政府
公共服务平台”， 是退役军人事务
部全面推进烈士寻亲工作的一项
重要举措。平台集成了烈士寻亲申
请发布、 法规政策等功能模块，充
分运用大数据、新媒体手段，调动
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力量， 联合媒
体、新媒体平台等社会力量共同为
烈士寻亲，努力提高寻亲成功率。

据了解， 平台已公布100条烈
士寻亲信息，向全社会征集线索。

■据新华社

退役军人事务部开通
“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平台已公布100条烈士寻亲信息，向全社会征集线索

清明·寻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