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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张遂旺）3月 30日上午，安阳
市韩陵山公墓生态园里，伴随着悠扬的
提琴曲《天空之歌》，50多人身着素装，在
礼仪员的引导下，来到含苞欲放的玉兰
树下,分别安葬自己的亲人。

“树葬就是将逝者的骨灰埋在树下，
不留坟头，回归自然，也让亲人感觉逝者
的生命通过一棵树延续下去。如今，这
里已安葬了 11位逝者。”该公墓管理处
主任郝春雷告诉记者。

自从去年清明时节安阳市开展树葬
后，该公墓就不断接到相关咨询电话。
前来参加活动的孟女士说，不能让“逝
者”再与“生者”争地，树葬等形式更加节

约、文明、环保。
清明前夕，安阳市民政等部门向社

会发出倡议，倡导移风易俗、文明祭祀，
过一个文明健康、环保节俭、安全有序的
清明节。

安阳市殡葬管理所所长冯书玲说：
“清明时节，我们提倡采取集体共祭、社区
公祭、召开家庭追思会、举办清明诗会等
文明低碳方式寄托哀思。同时，在全市7
个公墓、殡仪馆等公共祭奠场所，准备 3
万枝白菊花、黄菊花和一些黄丝带，继续
开展‘鲜花换焚纸’‘丝带寄哀思’活动。”

眼下，安阳市文明祭扫新风越来越
被广大市民认可，带束鲜花祭拜先人更
显清新文明。③8

4月 4日，参加四川木里森林火灾扑救中英勇牺牲烈士悼念活动的森林消防官兵向牺牲的战友敬礼。当日，四川木里森林火灾扑
救中英勇牺牲烈士悼念活动在西昌市举行。 新华社发

节地生态葬 鲜花寄哀思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周晓荷

清明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大中小
学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思政教育活动，
在缅怀先烈中坚定广大青少年的理想信
念。

“这次祭扫活动让我们走近烈士的
世界，更加懂得了和平的来之不易。作
为一名大学生，我们要珍惜青春、加倍努
力，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4月 4
日，郑州大学国旗护卫队成员王兆铣
说。清明节前夕，郑州大学 500名国旗
护卫队成员与300名同学徒步20公里,
前往郑州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4月1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东
校区国旗广场，伴随着同学们集体朗诵
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的散文《可爱的
祖国》，“清明祭英烈 丰碑砺青春”主题
升旗仪式庄严举行。国旗下，师生们庄
严宣誓:继承先烈遗志，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不懈奋斗。

4月3日，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南
校区举行主题教育活动。教师常青为大
家讲述了外曾祖父杨靖宇的英雄事迹。

“通过思政课的‘校本化’实施，让孩子听
身边人讲英雄故事，用英雄的精神引领他
们的成长之路。”该校执行校长陈朝艳说。

南阳市多所学校展开纪念活动，致
敬在四川凉山州木里县“3·30”森林火
灾中牺牲的30名扑火英雄；郑州市中小
学校广泛开展“清明节”主题团队日……
一系列主题思政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把对
革命先烈的缅怀转化为爱祖国爱家乡的
朴素情感。③4

在缅怀先烈中培植爱国之情

◀4 月 3日，学生们自发前往郑州
烈士陵园祭奠革命先烈，向烈士敬献白
花，表达对革命先辈的深切追思。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4月 1日，濮阳市中原油田社区开展“文
明祭扫倡导绿色清明”签名活动，倡导大家
采用鲜花祭祀、网上祭祀等方式，摒弃不文
明行为。⑨6 仝江 摄

青山为证 浩气长存
——木里森林火灾救火英雄群像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来兰考，看了

您生活、工作的地方，亲切地询问着我们工作

生活的点点滴滴。习近平总书记说，见到我们

很高兴、很亲切，就像见到自己家里人一样。

如果您活着，您一定会倍感欣慰。现在

这片土地变得富饶美丽，您爱兰考的乡亲，他

们也会像走亲戚一样来看您……我也会扶着

您，去看看您治理过的沙丘，走访过的农户，

和您亲手种下的那棵泡桐树。

可是您走了，已经走了很久了。我们知道您

没有走远，没有走出兰考。或许您太累了，躺在兰

考温暖而柔软的沙岗上歇息。白色的大理石棺柩

没有隔断我们，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您的影子。

我想念您，亲爱的外公！

外孙：余音
2019年4月4日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整理）③5

（上接第一版）我在基层岗位工作 10 多年，一

步一个脚印，从一名普通人员成长为基层领

导，更加明白了父母当年的良苦用心。

2018 年 1 月 1 日 ，我 作 了 器 官 捐 献 登

记。忠于信仰、奉献人生是我的目标，也是传

承谷家家风最好的方式。

血脉在延续，家风在传承。在少先队入队

仪式上，我儿子方谷弘代表新入队少先队员在

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发言，他说：“我的太爷

爷谷文昌和太奶奶史英萍，在少年时就参加革

命，后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路南下来到福

建、来到漳州，为建设新中国奉献了自己的一

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

我一定会传承好、发扬好！”

这句话，说出了所有谷家人的心声。

孙女：谷宇凤
2019年4月4日

（本报记者 卢松 整理）③5

让焦家家风永世相传

谷家家风是融入血液的气质

青山凝噎，邛海含泪。
4月 4日上午10时 30分起，社会各界在四川凉山彝

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送别在3月 30日发生的木里森林
火灾中牺牲的30位救火英雄。西昌市和木里县降半旗，
为30位烈士默哀。

30个家庭的父亲、儿子、丈夫，为了他们视若珍宝的
森林，为了肩上沉甸甸的使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化为
英灵，魂归森林。

热血青春 在烈火中永远定格

“老代，起床了。”
4月 3日早上，醒来的周振生习惯地喊了一声，可回

过身一看，旁边床铺空空的，曾经的室友、战友、兄弟——
老代，再也回不来了。房间里的沉默，宛如一把刀子一点
点地扎人心窝。

老代其实只有 24岁，名叫代晋恺，是森林消防凉山
支队警勤排的新闻报道员。“你们负责冲锋陷阵，我负责
还原现场。”和队友们一起无数次穿越火海的代晋恺，爱
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凉山州森林覆盖率超过 45%，森林蓄积 3.3亿立方
米，是四川三大重点林区之一，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当地阳光充足，天气干燥，每年 10月底开始直到第二年
6月初，都是森林火灾的高危期。

今年 2月份开始，凉山干旱形势明显重于往年，仅 2
月份应急管理部接报处理的54起森林草原火灾中，凉山
就有18起，占全国三分之一。

就在十几天前，记者还曾走进森林消防凉山支队西
昌大队采访。老成稳重的政治教导员赵万昆领着我们进
的营地，记者依然清楚地记得他说过：“这里都是准军事
化管理，以军人的标准要求专业化和职业化，但小伙子们
很多都是‘95后’，容易害羞，你有啥想问的就问吧。”

22岁的周鹏是个笑起来很腼腆的清秀小伙，已经是
西昌大队四中队一班的副班长了。为了当好一名消防战
士，他克服了自己的恐高症，和队友们分别背着约 15公
斤重的装备，穿行在六七十度陡坡的深山老林。

同样22岁的丁振军说，森林消防对体能和技能要求
非常高，队员每天除了通过跑步、器械练体能外，上下午还
要训练两次专业技能。“从去年到现在，很多地方一滴雨都
没下过。有时上山随手摘片树叶，一搓就粉碎。今年是凉
山火灾最多的一年，为了大家的安全，咬牙我们也要上。”

陕西人高继垲是西昌大队四中队三班班长，稳重少
言，谈起“打火”却头头是道：“森林防火全部都是林地、草
原，很多地方人迹罕至只能步行，最久的一次我走了十几
个小时。经常灭火后坐在车里就睡着了，睁开眼睛发现
又到了另一个灭火点。”

临别时，记者还和他们约定再找机会来采访，可万万
没有想到，赵万昆、周鹏、丁振军、高继垲，这竟然是记者
与他们见的最后一面。当得知木里森林火灾有 30名扑
火人员失联时，记者抱着一丝希望翻开采访本，找到周鹏
亲手写下的电话号码拨过去，电话那头传来的只是冰冷
的语音提示……

再也不见的“月亮”眷念着这片森林

“达瓦哥，一路走好！我们将怀念、继承和发扬您忘
我工作、勇于担当的精神，守护好这片原始森林，守护好
我们的家园……”4月 2日，木里县林草局副局长刘兴林
在朋友圈里写下这样的话。

“达瓦”在藏语里是月亮的意思。这场大火中，年仅
48岁的木里县林草局局长杨达瓦壮烈殉职。消息在全
县传开的那天晚上，天空星稀云薄，却看不见月亮。

“达瓦讷于言敏于行，林学专业出身，每次‘打火’都
是冲在最前面，没想到他以这样的方式回归他热爱的森
林。”木里火灾前线指挥部指挥长、木里县县长伍松声音
哽咽。

杨达瓦毕业于西昌林业技校，毕业后到木里县林业
局参加工作。此后，他的命运就与森林紧紧系在了一
起。2008年，杨达瓦调到麦日乡任武装部长。

麦日乡是木里县的森林大乡，森林防火任务非常繁
重。木里林业局专业扑火队队员李龙忠说，每当起火，扑
火队和当地干部就要第一时间奔赴火场。

“有一次在火场上奋战了5天 5夜，大火扑灭后我们
跳到河沟里洗澡，河沟水都被染黑了。当年达瓦在乡里
分管森林防火工作，一有火情，就和扑火队一起冲到前
面。”李龙忠说。

杨达瓦总是那么忙，可是回家的时间再晚，82岁的
老父亲也会坐在客厅里拨弄着念珠、转着经筒等他。可
是这一次，他再也等不到儿子回家。

英灵不远 浩气长存

不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很难理解木里人对森
林的依恋和对灭火的执着。木里县森林资源极为丰富，
被称为“长江上游生态之眼”。对木里人来说，大山和森
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今年 38岁的木里县雅砻江镇中铺子村村民龙生从
20岁就开始“打火”了，身后的那片森林，是全家收入的
主要来源。龙生说，每个乡都有“打火队”，一有火情村村
要出人，这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村规。

3月 31日晚上，浑身是伤的龙生从火海死里逃生，
听到有那么多消防指战员牺牲，皮肤黝黑的汉子红了眼
圈，不顾身上的伤势，不管脚上已磨烂的胶鞋，执意上山
寻找遗体。

木里火灾，30名救火英雄牺牲，全国人民为之痛心。
4月2日凌晨1时20分，第一批转运的23具牺牲人员

遗体由救护车运送至西昌市殡仪馆，早已等候在街道两侧
的市民手里拿着菊花，哭泣着喊出：“英雄，一路走好！”

4月4日上午，西昌市民早早地来到了火把广场。通
往悼念仪式现场的道路两边摆满了花圈，花圈的尽头挂
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在四川木里森林火灾扑救
中英勇牺牲的烈士。绿色的背景墙上挂着烈士们的遗
像，那是森林的颜色。

37岁的张军是西昌大队大队长，1999年入伍以来
累计扑火超过150次。4月 2日凌晨回到队里，张军一下
车就与留守的战友相拥而泣。“教导员牺牲了，战士们现
在把我当作这个大队的支柱。我不能倒下，我们肩上还
有使命。”

（据新华社成都4月4日电）

（上接第一版）
上午 10时 40分许，悼念活动开始。全

体现场人员为牺牲的烈士肃立默哀，表达对
逝去英雄的殷殷追思和深切怀念。四川木里
森林火灾造成 27名森林消防队员和 3名地
方干部群众牺牲。应急管理部、四川省人民
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宣读关于评定烈士、
追记一等功、追认中共党员的批复和命令。

王勇指出，在这场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面前，全体参战人员视灾情为命令，以保卫森
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为己任，用鲜血和生命
忠实践行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维护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一
切”的铮铮誓言。这次牺牲的英烈就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是新时代学习的楷模！烈士们的英
雄事迹将永远载入共和国的史册！各级消防
救援队伍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
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
的庄严承诺，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为
维护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再
立新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社会各界 3000 余人参加了悼念活动。
应急管理部在部机关设置悼念堂，同步开展
悼念活动。

木里森林火灾扑救中英勇
牺牲烈士悼念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