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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观·

··知行录··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清明节即将到来，各地陵
园陆续迎来祭扫人群，预约祭扫、绿色祭扫、生态殡葬越来越
成为清明节祭扫的新特点———

文明祭祀让清明更“清明”

首次实行预约祭扫

落实防护防控措施

“您看 ，这是预约祭扫的凭证 ，我预
约了清明节当天到大蜀山文化陵园去祭
扫先人。 ”家住合肥市瑶海区当涂小区的
居民李念兹说。 他告诉记者，去年因为新
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 ， 各大陵园都没有
对外开放，今年是首次实行预约祭扫 ，他
一定要亲自到陵园去祭扫先人 ， 追思缅
怀。 现如今，出去旅游逛景点要预约 ，去
图书馆看书要预约 ， 到医院看病也要预
约……自从有了 “预约 ”，景区不再人挤
人，看病不用等太久 ，连祭扫也变得更加
从容和安全了。

预约祭扫是为了安全祭扫， 大蜀山文
化陵园采取预约、错峰、限流等措施，降低
祭扫人流密度，减少祭扫现场人员聚集，落
实防护防控措施。“市民需提前至少一天通
过网络或电话预约登记， 分时限流进入墓
园祭扫。 入园需佩戴口罩，出示安康码、预
约凭证并配合测量体温。”大蜀山文化陵园
工作人员李晶说。

今年清明节期间，合肥大蜀山文化陵
园、小蜀山陵园等经营性公墓和规模较大
的公益性公墓将实行按日分时段预约祭
扫。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每天划分 4 个时
段，每个时段现场人数不超过 5000 人。 陵
园将运行免费祭扫专车， 对接各公交、地
铁站点，建议市民避开祭扫高峰 ，乘坐公
共交通，绿色出行。

小蜀山陵园实行分时段、间隔性入园，
每小时为一个时间段， 每时间段进入陵园
祭祀人数控制在 10000 人以内， 现场祭扫
每户不超过 5 人。 据合肥市小蜀山陵园办
公室工作人员介绍，3 月 27 日当天到达小
蜀山陵园进行扫墓的人数在 6 万人次左
右。 “后面的祭祀高峰将出现 4 月 3 日、4
日、5 日的上午时段， 所有人员须佩戴口
罩，经测量体温、核验健康码，实名登记后
方可进入园区， 我们建议祭扫时长在半小
时以内。 ”

现场莫忘防控，祭扫莫忘预约，预约祭
扫实现疫情防控和保障群众需求的 “双
赢”。 “预约祭扫本身就是文明祭扫的践行
和提升， 尤其对于缓解交通压力有很大成
效。 现场祭扫的人少了，网上祭扫的多了，
必将进一步助推文明祭扫新风尚的形成。”
合肥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

■ 本报记者 张岳

绿色祭扫破除陋习 与时俱进移风易俗

用文字表达想念，让祈福寄托哀思……
今年清明节期间， 合肥庐阳区双岗街道居
民可以就近到“追思角”，通过净手、供奉、
点烛、焚香、祈福、祭拜、书写、礼成等祭祀
流程，用现代文明祭祀方式悼念逝者、缅怀
先人。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考虑居
民缅怀亲人的情感需要， 我们在公共场域
设置‘追思角’，方便社区居民追思先祖，大
力倡导绿色祭扫， 因地制宜地使传统节日
风俗与群众的现实需求充分对接。”合肥庐
阳区双岗街道党工委书记高久春说。

无论是就近到“追思角”祭奠，还是到
陵园去扫墓，都实行全面禁烧管理，禁止携
带冥纸、冥币等可燃物。 “传统的祭祀方式
是焚香烧纸，现在流行用鲜花和黄丝带，后
一种方式越来越被更多人接受。”淮南居民
王茹说。 3 月 28 日，她和家人去陵园用鲜

花祭扫时， 发现几乎每个墓碑都被鲜花环
绕，绿色又环保，墓园变成“花海”。 烧纸钱
既污染环境又存在安全隐患， 选择环保的
祭祀方式是一种新的改变， 体现市民文明
素质不断提升。

在青阳县新河镇中心超市， 黄白菊花
等适宜祭祀的鲜花和五颜六色的仿真花受
到热捧，曾经畅销的纸钱、黄表纸不受市场
“待见”。“现在买纸钱扫墓的人比往年少了
不少，倒是鲜花和仿真花非常好卖，明天还
要再去进货。”店主王老板说。烧纸钱、祭先
人会导致环境乌烟瘴气、纸灰乱飞，甚至引
发森林大火。 新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围
绕“移风易俗，倡导社会新风”为主题，发布
文明祭祀倡议书，利用大喇叭、电子显示屏
等宣传文明祭祀，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
倡导文明祭祀新风尚。

当涂县文明办发出“文明祭扫 绿色清
明” 倡议书， 群众纷纷响应县委县政府号
召，不在街区道路口、河堤、广场、居民区、
陵园墓地等公共场所进行烧纸、烧香、抛撒
纸钱等祭扫活动。“随着文明祭扫理念不断
深入人心，大多数居民主动采用鲜花祭扫、
网络祭扫、 家庭追思等更文明的方式祭奠
先辈故人，自觉抵制低俗的祭祀用品，告别
祭祀陋习、倡导文明新风，营造文明祭祀氛
围。 ”当涂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尹玲玲说。

绿色祭扫不是新事物 ， 近两年是加
速祭扫习俗转变的 “窗口期 ”。 特别去年
清明节，因疫情防控需要 ，许多地方暂停
现场祭扫、集体祭扫活动 ，各大陵园推出
云祭扫 、 代祭扫等绿色方式越来越被公
众认可和接受。

大力倡导厚养薄葬 传播生态殡葬新风尚

3 月 28 日下午，肥东县撮镇镇新安社
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举行 “我们的
节日·清明节”主题活动。 社区志愿者宋丽
群向居民们发出了文明、环保、安全、节俭
祭祀的倡议。 蒋旗杆村村民任立超介绍她
的厚养薄葬、丧事简办的故事，深深感染了
在场的居民。 大家纷纷表示，要携起手来，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用文明祭祀的实际
行动，抵制丧葬陋习，倡导文明新风！

丰祭不如厚养，孝道重在当下。 “老人
在世的时候，子女应多尽孝道 ，对老人多
一份关心，让老人颐养天年，健康长寿；老

人逝去后，要从俭办丧，
不要攀比，更不要因

面子而上演

的‘风光祭祀’。 ”新安社区退休干部吴传
堂感触颇深地说。 他认为，广大党员干部
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 ， 以实际行动引领和带动身边群
众，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提倡老
人在世时多尽孝心，亲人逝去后不大操大
办、互相攀比，树立厚养薄葬的新观念。

3 月 24 日， 在铜陵市义安区老洲渡
口， 葛红兵和妹妹抱着母亲杨玉琴的骨灰
盒，含泪将母亲的骨灰撒入绵绵江水之中，
完成了逝者生前的遗愿。不放鞭炮，不奏乐
器，不送花圈，仪式简洁朴素，却不失庄重。
“父亲离世时，母亲曾陪着我们共同将父亲
的骨灰撒江；如今母亲离世了，她生前同样
要求我们用这种方式进行安葬， 这是他们
共同的遗愿，我们一定会帮他们实现！ ”葛
红兵说。在铜陵市第十四次生态葬活动中，
56 个家庭选择江葬安葬逝者，将逝者骨灰
撒入长江，随江而眠。

小蜀山陵园设置文明祭祀宣传点，开

展“敬献鲜花”“丝带寄哀思”“天堂信箱”等
主题活动， 向祭祀市民发放生态安葬宣传
页，宣传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节地生态
安葬。 “我们倡导通过举办家庭追思会、品
读家书、网络祭祀、植树踏青等，引导群众
转变传统的安葬观念，树立绿色安葬理念，
传播文明祭祀新风尚。”合肥小蜀山陵园相
关负责人说。

4 月 3 日至 5 日， 小蜀山陵园将举办
“与春风同行”第六届清明共祭活动，纪念
以不保留骨灰方式安葬在小蜀山的逝者。
在陵园生命广场， 通过肃立默哀、 杨柳祈
福、鞠躬之礼、恭读祭文等环节，将赠送每
位参与市民一盆绿植， 引导群众选择植树
绿化、 踏青遥祭、 经典诵读等方式缅怀逝
者，不断丰富清明节日内涵。

学习没兴趣则教育无价值
■ 吴林红

前几天，笔者读到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对
北大社会学系一年级本科生的演讲稿，题目是
《兴趣的摧毁与发现》。 演讲中，郑教授讲了这
样一个细节：“我带的学生， 多数是研究生，也
有本科生，早年的时候，学生跟我第一次见面，
我问到你有什么兴趣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一脸
茫然，过一会儿，表情变作一脸无辜。 ”从小学
中学到考上大学，多数学生都在忙考试，没时
间培养真正兴趣。 他认为，如果教育不能培养
学生的兴趣，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

我们都知道，兴趣是个好东西。 对一个人
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正如孔子说的：“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如果没
有什么兴趣，我们可能也会学习，但不会一直

学下去，因为我们终究会厌烦。 每年高考结束
后， 我们总会看到有学生集体撕书的新闻报
道。 这当然是一种减压方式，是一种情绪宣泄。
从一些学生扭曲的表情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如
释重负的轻松，而是失去方向的迷茫。 他们寒
窗苦读十余载，竟然一直没有喜欢读书。 这是
怎样的一种悲哀！

兴趣是什么？ 说到底是内心的方向。 法国
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中
说：“如果你想造一艘船， 先不要雇人收集木
头，也不要给人分配任务，而是激发他们对海
洋的渴望。 ”“对海洋的渴望”就是兴趣，就是激
发你造船的动力。 古往今来，凡是学有所成的
英才俊彦，无一不是对学习充满兴趣的人。 他
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不知疲倦地钻研，最终取
得不凡成就。 从根本上说，教育的目标不在于

传授了多少知识， 而在于能否激发学习兴趣，
让人从“要我学”转向“我要学”。

这两年，教育“内卷化”问题引发社会热议，
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过度竞争下的教育怪现状。
在应试教育下，从学校到家庭，从学生到老师，
都在为“剧场效应”付出代价。 从中考到高考，学
生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大，考试的分数越来越高，
“多考一分，干掉千万人”就是赤裸裸的现实。 回
到教育本身， 多一分少一分， 可能没有什么差
别；但激烈竞争之下，每一分都关键。 白热化的
教育竞争，血拼式的分数较量，不仅无法带来教
育质量的提升，反而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最可怕的是， 这种恶性竞争会无谓地消耗掉许
多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不少孩子来说，读书变成
一种外在的“压迫”，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不少孩子一踏入中学（有的更早），就与兴

趣无缘了。 他们对“兴趣”的认识，停留在小时
候的兴趣班。 许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就“威逼利诱”孩子在学习上“抢跑”。
网络上有这样一个段子：“孩子 4 岁，英语词汇
量只有 1500 左右，是不是不太够？ ”“在美国肯
定够了，在海淀区肯定不够。 ”这个“海淀区”可
以换成许多地方。 这是应试教育的悲哀，也是
社会的悲剧！ 这样下去，我们的孩子不可能有
学习兴趣，我们的教育就会在“内卷”中走火入
魔。 学习没兴趣则教育无价值。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
学导向。 去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扭
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坚决克服唯分数、
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就要坚决纠正短
视行为、功利化倾向，打破教育“内卷化”怪圈。
如果落得更具体一点，就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
中心，更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持续增强他
们的学习动力，充分释放创新创造活力。 只有
充分尊重教育规律，全面激发学习兴趣，才能
为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数控大师”
匠心传承广育蓝领工人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我最近一直在与一些学校商谈合作，想着多培养
更多的蓝领人才。”近日，安徽昊方机电有限公司数控加
工中心高级技师董宏杰对记者说。

今年 48 岁的董宏杰从数控“外行”到“数控大师”，
他用一次次创新实验， 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 2009
年 ， 参与压缩机 D029 产品机身及中体试制并成功 ；
2011 年， 参与高速压缩机 M012 产品机身试制成功；
2014 年， 参与 1500 转的高速机型 M021 产品机身试制
并成功；同年，参与两种超大型压缩机的缸体试制，成功
试制……

“能够取得这么多突破性成果 ，关键还是坚持学
习 ，向师傅学 、向书本学 ，更向实践学 。 ”董宏杰笑着
说。他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也是被分配到机械行业，
刚开始是个数控“门外汉”。 为了提高工作技能，他就
从学徒工做起 ，跟在师傅后面下苦功夫 ，业余时间自
学机械加工、维修、编程等知识，并在实践应用中不断
总结经验。

“越做越学，就越觉得机器实际上是很好的朋友，每
当多学了一样东西， 多攻克了一个难关， 就很有成就
感。”董宏杰坦言。如今，面对企业缺乏蓝领人才，他觉得
身上担子更重了。 “企业需要的人才与学校培养的人才
脱节较大，年轻人即使进了工厂，不久后很多都走了。我
们要想着法子留住年轻人。 ”

秉持匠心不变，立志广育人才。董宏杰先行先试，既
在车间带徒学习，也建立技术团队，把自己的经验分享，
一起搞生产、搞创新、搞研究。 2017 年，成立“董宏杰技
能大师工作室”，通过传帮带，先后培养了 18 位数控操
作工。 2018 年 11 月工作室正式进入安徽机电技师学
院，制定培养计划，把培养目标转向学校，促进校企联
合，每年有 100 多名学生来企业学习实习。

23 年峥嵘岁月，董宏杰淬炼成了工匠式的“数控大
师”，先后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十大能工巧
匠”“安徽省技术能手”“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
军人才”“安徽省江淮十大杰出工匠”等荣誉称号。 上个
月，他还荣获“安徽好人”称号，他表示，要将工匠精神传
承下去，培育更多的蓝领牌工人。

“言而有信”
17年还清亡子救命钱

■ 本报见习记者 朱茜

“做人要讲信用，借的救命钱一定要还清！”近日，荣
获 2 月份“安徽好人”的芜湖市鸠江区湾里街道石城社
区居民陶兴发告诉记者。四级肢体残疾且患有多年慢性
胰腺炎的陶兴发已年逾花甲，每天都在卖力的打工赚钱
还债，17 年如一日。

2003 年，陶兴发的儿子患上了慢粒白血病，高昂的
治疗费用对他们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为了筹备给儿子治
病的医药费，夫妻俩卖掉了唯一的房子，并先后找亲朋
好友借款。 借款不是一个小数目，夫妻俩打那时候起拼
命打工挣钱还债。

没想到， 陶兴发的妻子在 2007 年的一场车祸中去
世，让这个已经很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妻子的离世，使
得陶兴发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些。他过上了每天边打工边
照顾儿子的生活。 2015 年，儿子还是永远离开了他，离
开了这人世间。

妻子和儿子的相继离去，原本的三口之家只剩下了
陶兴发孤独一人。 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陶兴发也曾想
一死了之，不是不难过，不是不悲痛，但一想到向亲戚朋
友们借的救命钱还没有还清，他瞬间清醒了。

“他们是因为信任我们才借的钱，在我们最困难的
时候施以援手，这份恩情不能忘，我要信守承诺，欠下的
债无论如何都要还清！ ”陶兴发斩钉截铁地说。

命运百般刁难，他总是咬紧牙关。 “尽管生活很坎
坷，但遇到困难，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 ”为了尽快还清
剩下的 20 多万元债务，陶兴发先后在网吧、荣大机械
加工厂、燕莎超市、瑞佑机械加工厂等单位打工。 起早
贪黑，省吃俭用。 岁月无情，皱纹早已爬满了陶兴发的
脸庞。

“记账能让我心里有数，同时又时刻提醒自己。 ”
陶兴发有一本账册，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所有的债
务，每还清一笔，他就在债务人名后画一个勾。街坊邻
居提起陶兴发都竖起大拇指，“这么多年来，全靠他不
停打工接活 ，信守承诺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真的很不
容易。 ”

“言必信，行必果”，陶兴发用 17 年诠释了诚信的力
量。 2020 年底陶兴发还清了给儿子治病的欠下的全部
债务。 “我还能为社会做点事，别人有什么困难的话，我
也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们。 ”陶兴发笑着告诉记者。

3 月 26 日 ，在
合肥市庐阳区大杨

镇夹塘社区， 志愿
者为居民赠送鲜花

和绿植，发放“文明
祭扫倡议书”，引导
居民通过绿色 、低
碳的方式祭奠 、缅
怀亲人。

本报通讯员

葛传红 吴斌 摄

3 月 31 日， 在含山县仙踪镇六衖村抗日英雄陈列
室，少先队员们认真参观陈列的物品，聆听革命烈士的
故事。 本报通讯员 欧宗涛 摄

听故事 学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