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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祭祀箱
街头“上岗”

清明期间， 本市在中兴
大街与开元路交叉口、 顺德
路与团结大街交叉口、 泉北
大街与公园东街交叉口等市
区 30 余个街头设置 150 余
个祭祀箱， 引导市民在祭祀
箱内烧纸，减少“灰飞地黑”
等现象出现。

“祭祀箱不仅方便了大
家祭祀，还保护坏境卫生。 ”4
月 2 日， 家住公园东街某小
区的赵阿姨， 在使用祭祀箱
祭祀后说。

“目前，市民以烧纸祭祀
的形式难以禁绝， 但疏胜于
堵， 我们可以利用祭祀箱来
引导市民保护环境， 在祭祀
箱内焚烧冥币等祭祀用品，
遏制纸灰随处飞的现象。 同
时， 我们也呼吁更多市民能
够采取文明祭祀等环保低碳
的方式来祭祀先人， 为改善
环境、 树立文明新风出份
力。 ”市城管局环卫处相关负
责人说。

一篇祭文
怀念逝去“益友”

本报讯 “吾辈善行公益持之以恒，吾兄善
心之人短命，天之不公。 舍弟悲呼痛心，唯有坚
持吾兄遗志， 向善公德铭记于心。 ”“一在天之
涯，一在地之角。 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
不与吾梦相接”……日前，一篇名为“祭思”的文
章，受到本市许多热心公益事业人士的关注。牛
城晚报记者采访作者得知，清明到来之际，他用
这种方式祭奠曾经一起参加公益事业的好友，
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好人。

半夜梦到逝去好友

4月 1日凌晨，靳国彬梦到了已经逝去近 3
年的好友“风飞”（网名）。 想起他们之前一起参
加各种公益活动的场景，靳国彬再难以入睡。随
后，他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写下了这篇祭文。祭
文约 500字，用古文的方式写成。文中除了怀念
俩人之间的感情外，更多的是表达了将继承“风
飞”遗志，做好公益事业的愿望。

靳国彬是邢台公益服务协会负责人。昨日，
他告诉记者，“风飞”生前是协会的负责人之一，
2012年 5月份因车祸去世。“风飞”生前热衷爱
心公益事业，经常参与爱心公益志愿服务活动。
2009 年至 2012 年间，“风飞” 在公益网进行的
所有助学活动中， 每次都主动献出自己的一份
爱心， 捐赠教辅书籍及书包等学习用品以及助
学金，帮助了多名贫困山区学生。在向灾区捐赠
善款，在慰问敬老院、捐款以及慰问贫困家庭的
活动中，“风飞”也总是积极捐款捐物。

靳国彬说，清明节快到了，我希望用这种方
式来祭奠他，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也希望让更多
的人知道，我们身边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好人。

坚持把公益做下去

靳国彬告诉记者，对“风飞”最好的纪念，就
是坚持把公益活动做下去。昨日，他向协会发出
了倡导， 清明期间去冀南烈士陵园开展祭奠
革命先烈爱国主义教育公益活动。 靳国彬
说，从成立后，协会已连续 5 年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清明扫墓不光是纪念自己的祖
先，对历史上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人物，
都应该纪念。 ”

靳国彬告诉记者，届时也会向“风飞”捎去
一份哀思！ （本报记者 侯东杰）

奉上一束鲜花、网上祭奠留言、文明祭祀箱“上岗”

文明祭祀 让清明更“清明”� � 清明是缅
怀先人、悼念逝
者的重要节日。

按照传统
习俗，人们会以
放鞭炮、 焚香、
烧纸等传统形
式来寄托哀思。
时下， 鲜花祭
祀、网上祭祀等
多种方式越来
越流行，市民也
纷纷在街头文
明祭祀箱内烧
纸，大家以自身
行动倡导“文明
祭祀”。

本报记者 冀文龙 文/图

一束鲜花
寄托哀思

4 月 1 日上午 9 时，
张果老山墓区外， 前来祭
祀的市民明显增多， 停车
场已停满车。

今年 26 岁的李建明
搀扶着 80岁的奶奶，缓缓
走进墓区， 来到李建明爷
爷的墓前。“从小到大，我
几乎每年都来，奶奶也是。
以前奶奶腿脚灵敏， 自己
可以上山， 这几年需要我
搀扶。 ”李建明说。

“在墓碑的左右两侧
和正面各放一束吧。”李建
明的奶奶说， 这次他们没
有带供品， 只捧上 3 束鲜
花寄托哀思。 仔细清扫完
墓碑前的粉尘和杂草后，
李建明一家人逐个在爷爷
墓前跪拜磕头， 表达思念
之情。

“用鲜花代替烧纸和
烟花爆竹，环保又清静。祭
祀主要是为了表达思念之
情，应该倡导文明祭祀。 ”
李建明的奶奶说。

近日， 记者走访市区
多家花店发现，如今，用鲜
花祭祀的人越来越多。

在冶金路一家花店
内， 店员正忙着包扎一束
菊花。该店员告诉记者，近
几天销售最火的花是祭奠
使用的鲜花，例如菊花、百
合和白玫瑰，一束少则 60
元，多则上百元，可根据客
人需要或消费金额进行包
扎，“节前预订菊花的客人
非常多， 至少需要提前半
天预订。 ”

相隔千里
网上祭祀

烛光摇曳，鲜花吐芳，供
品飘香……虽然相隔千里不
能回乡， 但可以通过网上纪
念馆，为亲人献花、点蜡烛、
留言，寄托自己的哀思。

日前， 记者在一家从事
网上祭奠的网站上看到，不
少人在网上为亲人建立了纪
念馆， 每一个纪念馆都设立
了生平简介、相册视频、生前
文献、 祭奠留言、 追忆文章
等。 献歌、点烛、上香、祭酒、
献花、贡品等应有尽有，只要
点击鼠标、敲打键盘，每个悼
念者都可献上一束鲜花、点
一支蜡烛， 写下自己的追思
和感怀。

在本市做生意的山东菏
泽人赵丽萍一家人， 由于生
意繁忙， 实在没时间回乡祭
拜，选择上网祭祀。

“足不出户在网上扫墓，
既追思了先人又节省了时
间，更提倡了绿色低碳环保，
特别适合离家在外打拼的
人，免去舟车劳顿。 ”赵丽萍
说。

随着时代发展， 方便又
文明的网上祭祀， 逐渐受到
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它为人
们表达对逝者的思念提供了
新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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