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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中午，小雨之后，成都磨盘山公墓多了一丝清幽。
二月春分，园内古柏翠绿，间或花木点缀。

虽已进入清明祭扫高峰期，走在园中，只闻鸟语，几无人声，更没有过去的烟雾与炮声。

改变，起于禁燃禁放政策，
靠的却是每一位市民理念和行为的转变。

只有鲜花
不见烟火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杨力）
随着清明祭扫高峰到来，集
中祭扫、踏青出行的市民增
多。3月24日，记者从成都
市交警五分局获悉，城北是
成都公墓较为集中区域，今
年磨盘山、皇恩寺等公墓附
近道路将有交通组织变化。
为此，成都交警提前发布城
北祭扫出行指南，提醒广大
祭扫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
路，尽量错峰前往。

磨盘山公墓石岭公墓
看清单向通行线路

临近清明节，北郊磨盘
山公墓、石岭公墓将迎来祭
扫车流高峰，为确保市民出
行顺畅，交警五分局将对公
墓及周边片区道路实施临时
交通组织调整。由于蜀陵
路、石岭路片区道路通行能
力有限，清明祭扫期间连接
川陕路与北郊公墓片区的蜀
陵路将实行由西向东单向通
行；连接熊猫大道与北郊公
墓片区的石岭环线采取由北
向南通行的单向交通；天岭
路至石岭路采取由北向南单
向通行。届时，民警将根据
实际车流量情况，在天岭路
口、川陕路蜀陵路口和熊猫
大道石岭路口实施临时分流
管控。

上山线路：

市民可经三环路—川陕
路，通过蜀陵路及天岭路前
往磨盘山公墓及石岭公墓。

下山线路：

线路一：由天岭路驶入
石岭路后经熊猫大道转换。

线路二：由石岭环线驶
入石岭路后经三环路转换。

线路三：由天岭路驶上
川陕路转换。

对此，交警提醒，请前往
磨盘山公墓和石岭公墓祭扫
的市民将车辆有序停放至停
车场内，切勿随意占道停
放。每日9:00—14:00为祭
扫高峰时段，请欲前往祭扫
的市民提前规划好出行路
线，错峰出行。届时，民警也
将在蜀陵路、石岭路及周边
道路加强巡逻管控和交通疏
导。市民也可选择地铁3号
线，到达熊猫大道和军区总
医院附近后换乘193路公交
车直达墓园。

到皇恩寺
可通过地铁3号线转公交

清明祭扫期间，为保障
皇恩寺片区交通有序，交警
五分局将对皇恩寺周边道路
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期间，
环绕皇恩寺的环线道路将实
行“正门进后门出”的单循
环，市民可驾车经川陕路、蜀
龙大道前往。

交警提醒，请前往皇恩
寺祭扫的市民将车辆有序停
放至停车场内，切勿随意占
道停放。每日9:00—14:00
为祭扫高峰时段，请前往的
市民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错峰出行。届时，民警将在
皇恩寺出入口、银杏园路口
周边加强巡逻管控和疏导。
市民也可选择地铁3号线，到
达熊猫大道和军区总医院附
近后换乘193路公交车直达
墓园。

今天雨水歇口气

抓紧时间
踏青去
华西都市报讯（记

者 吴冰清）一到周末，
天气就扯拐，降温、降
雨，小伙伴们和春天的
约会总是有些遗憾。3
月24日，成都在绵绵阴
雨中度过，美好的周末，
你献给被窝了吗？

春分已至，清明不
远了。都说“清明时节
雨纷纷”，23日夜间开
始，南方地区新一轮大
范围春雨再度降临。
24日白天，盆地各市以
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
大部地方下了零星小
雨。

不过，美好的春天，
怎能不去拥抱大自然
呢？清明将近，正是全
家出动扫墓、踏青的日
子，周六因小雨而打乱
的行程，周日可以补回
来。

据四川省气象台预
报，25日，成都虽难见
灿烂阳光，可雨水将有
所收敛，天气多云间阴，
早晚有些零星小雨，气
温较周六有些回升。不
晒、不冷，踏青正当时。
但雨水只是暂时歇口
气，27日，它将卷土重
来。

墓园里，记者还发现了一处变化，花葬墓上的鲜
花全部被更换，一片姹紫嫣红。杨成龙说，为倡导节
地生态葬，磨盘山公墓于3月12日至3月31日向社
会捐赠50个花葬墓，目前已经捐出30多个。集体
安葬仪式将于3月31日举行。

据悉，今年成都22家公墓单位，免费向市民提
供节地生态葬穴（格）位1055个。而在全省范围内，
节地生态葬穴（格）位不少于2000个。

所谓节地生态葬，是指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
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安葬骨灰或遗体的方式，具
体形式有树葬、花葬、草坪葬、壁葬等。

此前，民政部会同中央文明办、发展改革委部等

十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
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推行节地生态
安葬，逐步建立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制度。

早在2016年，四川省民政部门就开始推行节地
生态安葬。成都市从2017年1月1日起，推行节地
生态葬奖补政策，凡成都市户籍人口，选择节地生态
葬将获得1000元的奖补金，市民可以向户籍所在地
民政部门申请。

“这两年，人们的殡葬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对
节地生态葬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杨成龙说，根据
磨盘山公墓的统计数据，2016年节地生态葬的比例
占15％，2017年提升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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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起
成都及市(州)驻地
城市周边墓园

不能再烧纸钱
放鞭炮

根据省民政厅发
出的通知要求，2月15
日起，在成都市和各市
(州)驻地城市周边的殡
仪馆、火葬场、公墓等
殡葬服务场所，一律禁
止焚烧和燃放冥币、香
烛、烟花鞭炮等丧葬用
品行为，其他地区的殡
葬服务场所倡导禁燃
禁放丧葬用品行为。
各殡葬服务机构要广
泛开展鲜花换纸钱、丝
带寄哀思、天堂信箱寄
语等绿色环保祭祀活
动，在服务区内设立鲜
花供应摊位，换取群众
自带的冥币、香烛、烟
花鞭炮等丧葬用品，或
低偿乃至无偿向群众
提供鲜花、丝带等绿色
环保祭祀用品。各殡
葬服务机构内一律不
得出售污染环境的丧
葬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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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墓前
的摊贩，以售
卖鲜花为主。

放上一束鲜花 安静地和家人说说话
姑妈的墓碑前，周女士放上一束鲜花，低声轻

语：“姑姑，我们来看你了。”
往年，周女士和家人都会点上香烛，烧些纸钱，

再去旁边的鞭炮房鸣放几响。今年，香烛纸钱不烧
了，烟火与炮声也没了。安静的氛围下，家人们有足
够的时间和心境，和姑姑说说话。墓园里的所有祭
扫者，几乎都在以这样的方式在祭奠。

今年1月中旬，省民政厅发出通知，要求成都市
及各市（州）驻地城市周边的殡仪馆、火葬场、公墓等
殡葬服务场所，2月15日起禁止焚烧和燃放冥币、香
烛、烟花鞭炮等丧葬用品行为。

墓园内，记者随机采访了5个家庭对于上述政

策的看法，他们都表示支持，认为这样更绿色、文明，
有利于环保，也不影响寄托哀思。

颜女士春节祭扫时，已经看到了改变。墓园变
干净了，环境更好了，人多的时候也不会乌烟瘴气。

“我们就放上一束花，安安静静地跟老人说说话，感
觉多好。”她说，一个小小的改变，带来的是文明向前
迈进的一大步。

为了巩固这种转变，墓园工作人员主动向市民讲
解，如何给鲜花摆出好看的造型，更好地表达哀思。

记者在现场看到，绝大多数市民都自觉携带鲜
花前来祭扫；不了解规定的也会在公墓门口和总服
务台，用带来的祭品免费换取鲜花。

摊贩不卖香蜡纸钱 鲜花销量增加一倍扫
墓

之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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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首个祭扫高峰。墓园外，售卖祭品的摊
贩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与以往不同，摊位最
显眼的位置上不见香蜡纸钱，取而代之的是鲜花。

65岁的曹婆婆，从磨盘山公墓建立开始，就在
墓园门口售卖祭扫用品。从过去花样繁多的祭品，
到现在只卖鲜花，她对这种“扫墓经济”的变化有深
刻的体会。“禁燃禁放”政策实施后，前来扫墓的市民
开始使用鲜花、丝带等更绿色的方式寄托哀思，这就
倒逼商贩作出改变。

“从2月15日开始，我们就没再卖香蜡纸钱了。”
曹婆婆说，相比以往，今年鲜花的销量增长了一倍，

单位售价也有所提高。无法售卖传统祭品，鲜花耗
损也大，对她的生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对空
气、环境好，我们要支持环保。”

随后，记者走访了磨盘山公墓外多家售卖祭品的
商贩，发现有些摊位上仍摆放着香蜡纸钱，但都不在显
眼位置。“我会问顾客买到哪里烧，如果要拿进公墓，我
们不得卖，还会告诉他们里面不能烧。”摊贩江女士说，
香蜡纸钱等祭品，只卖给周边村民在自家坟地使用。

记者了解到，今年《成都市北郊片区清明节祭扫
活动公告》中也明确提出，严禁销售烟花鞭炮等祭祀
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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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公共交通 祭扫拥堵明显改善

作为管理者，磨盘山公墓主任杨成龙看到这种
改变，更加欣慰。

接到省民政厅关于禁燃禁放的通知后，墓园通
过张贴大幅警示喷绘、祭品免费换鲜花、专职巡查员
劝教等方式，落实相关政策。

“很感谢市民，基本上一说就听了，从2月15日
至今，没有因此发生一起纠纷。”杨成龙说，市民环保
理念的转变，是“零燃放”得以实现的基础。

除了“烟火”变“鲜花”的转变，今年祭扫高峰时

段，墓园外的交通拥堵情况也有所改善。
他观察发现，今年选择在工作日祭扫的市民明

显增加，也有更多人乘坐公交前来，直接减轻了祭扫
交通压力。“从上周末开始，成都交警五分局的民警
从早上7点到下午2点，都会在提前规划好的点位位
执勤疏导，这也是保障交通顺畅的关键。”

杨成龙提醒市民，尽量在工作日或节假日的下
午前来祭扫，错峰错时，避开交通拥堵时段。也可以
乘坐地铁转公交，直达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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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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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地生态葬 比例逐年提升

清明·天气

清明·出行

成都交警发布
城北祭扫出行指南

开车注意单向通行
坐车可借地铁转乘

清明首个祭扫高峰

纸钱换鲜花，展现
出清明祭扫的文明理
念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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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财政部长通话
刘鹤:中方有实力捍卫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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