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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喧哗，自清理，低碳祭，越来越文明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廖培金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昨日是清明假期第二天， 当天下

午4时，全市各祭扫场所拜祭群众59.56

万人次，车辆7.98万辆。 广州市民政局

介绍，今年广大市民群众自觉乘坐地铁、

公交车前往祭扫的比例较往年大幅度

提升。 银河地区拜祭人数相对稳定。

预计今天及随后的两个周末，前

往祭扫的市民群众仍会比较集中。 民

政部门呼吁广大市民尽量选择灵牌位

拜祭、鲜花拜祭、居家拜祭、网络拜祭

等生态文明祭扫方式，错峰地铁、公交

出行。

主要祭扫场所未见燃放鞭炮

广州市民政局介绍， 从当天的祭

扫情况看，在拜祭场所，市民自觉遵守

交通和拜祭场所秩序，没有高声喧哗，

主动清理祭扫用品，有序离开。 此外，

文明祭扫更加突显。无烟拜祭、鲜花拜

祭、 灵牌位拜祭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

更为市民群众接受、认可，银河地区未

发现燃烧纸钱现象、 白云山思园保持

全园无烟祭扫， 全市主要祭扫场所没

有燃放鞭炮等现象。“有的市民选择无

烟拜祭，弹吉他拜祭先人。也越来越多

的市民通过寄语卡片传递思念、 送出

亲情寄语上千条。”广州市民政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

今年广州持续推出“爱心大使”服

务， 在中心城区向行动不便的孤寡老

人、 残疾人和特困户等免费提供送骨

灰上门拜祭服务。此外，随着智能手机

的广泛使用， 广州市各大祭拜场所也

推广了手机扫码支付。同时，祭拜场所

也增设了扫码储物箱、 医疗点等便民

服务措施。

骨灰撒海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小姑娘， 我想办理这个预约登

记。 ”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骨灰撒海预

约登记服务窗前，来了一位头发花白、

精神矍铄的老奶奶。 志愿者林润琼马

上协助她就座，递上签字笔和表格，指

导其填表。填完表格后，志愿者发现还

有一栏空着。“奶奶，先人的死亡日期

还得麻烦您填一下。 ”老奶奶回答说，

“我还活着啊……”原来，这位老奶奶

是要给自己办理骨灰撒海的预约登

记。志愿者连忙向其解释，骨灰撒海预

约登记是面向逝者提供的服务。

得知情况后， 老奶奶说，“那我要

把表格收好， 拿回去给家里人帮忙办

理。 要给子孙们造福！ ”

据介绍，近年来，咨询骨灰撒海的

市民群众越来越多， 还有不少人是拿

着报纸的剪报前来咨询。

“起初也没有想过选择哪种殡葬

方式， 就是电视报纸经常有关于海葬

的宣传报道，绿色环保，觉得挺好的。”

一位来给亲属办理骨灰撒海预约的市

民说。 据悉，从 4 月 1 日至昨日下午，

骨灰撒海预约累计 953 具。

为减轻群众办理丧事的负担，

广州市从2015年起出台户籍居民

殡葬基本服务费用免除政策，每具

遗体最高免费总额为1680元。 2016

年9月28日起， 广州市把非户籍居

民纳入免除范围，在广州市辖区内

去世并在广州市殡葬服务单位实

行遗体火化的非穗籍人员也可申

请减免费用，每具遗体最高免费总

额为1330元。减免项目包括遗体接

运

（ 普通殡葬专用车）

、遗体消毒、

冷藏防腐

（ 不超过

3

天） 、

遗体告别

厅租用费，每具费用不超过400元；

遗体火化

（ 普通火化炉）

、普通骨灰

盅、骨灰寄存

（ 非户籍享受骨灰撒

海）

等7项殡葬基本服务，基本覆盖

办丧的各个环节。 实施户籍、非户

籍、 困难群众的3大殡葬基本服务

费用减免政策，全面建成了普惠共

享的殡葬公共服务体系。

据统计，2018 年， 全市免除户

籍和非户籍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

用 60649 例， 免除费用 5913.35 万

元；减免困难群众 1109 例，减免费

用 153.96 万元。

据悉，殡葬基本服务费用减免

实行一站式办理。丧事委办人可在

经办殡仪馆办理殡葬基本服务费

用免除手续，由殡仪馆在结算时直

接予以免除。全市各殡仪馆均在业

务大厅公示减免对象、 减免项目、

减免标准、减免流程，业务员主动

做好提醒提示工作。广州市户籍人

员在异地死亡火化的，其家属或委

办人可以到属地镇街申请费用报

销。

此外，广州市全面建成普惠型

殡葬公共服务体系。 今年 1 月，广

州市完成减免办法修订工作，对困

难人员殡葬公共服务实行提标扩

面， 扩大减免对象范围和减免项

目。 本市特困人员、供养对象等 6

类群体可免除 9 项基本殡葬服务

费用， 最高免除金额提升至 3030

元。

广州人异地死亡火化

家属可申请费用报销

每年清明时节， 在广州的各大祭

扫场所都会出现一群特殊的志愿者。

因为身穿黄色马甲、头戴黄色帽子，市

民给这些广州市民政局清明志愿者起

了个昵称———“小黄人”。

据了解，从 2014 年起，广州市民

政局对银河地区的清明志愿者服务实

行网格化管理， 实现清明志愿服务全

方位覆盖。 清明志愿者主要提供五大

类服务，包括宣传引导、交通疏导、安

保应急、卫生保洁、为老便民服务等。

清明期间， 银河园地区提供志愿服务

2330 人次，每人每天至少服务 7 小时，

志愿服务时长累计近 2 万小时。

小女孩祭拜哭闹

心理医生讲绘本

崔洪梅是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

一名精神心理科医生， 担任清明志愿

者已有七八年时间。 今年，她多了一个

身份———二胎妈妈。 家里有一个 9 个

月大的宝宝。 每到午饭时间，她都是先

悄悄躲在会议室的角落挤奶。

多年的清明志愿服务， 让她印象

最深的是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那一年，

崔洪梅在拜祭区内看到一名四五岁的

小女孩一直在哭， 家人忙着拜祭顾不

上安抚她。 女孩的妈妈还不耐烦地呵

斥她。

原来，小女孩是外婆带大的。 前两

年，外婆突发心梗去世。 家里人认为女

孩还小， 一直没有跟她好好解释这个

事情。 那天是小女孩第一次到拜祭场

所。 陌生的环境，外婆的照片，家人的

忙碌，小女孩一下子不知所措，只好用

哭闹来表达情绪。 崔洪梅想起自己曾

给孩子讲的一个绘本故事———《我的

忧伤像一头大象》。 于是，她和小女孩

讲起这个故事。 手边没有绘本，崔洪梅

就画了几张简笔画。 亲切的语调，耐心

的安抚，小女孩的情绪逐渐平复下来，

家人也对崔医生的“解围”十分感激。

妈妈也意识到， 要给女儿好好补上生

命教育这堂课。

“小黄人”口口相传

寻回走失智障儿童

“我本身有过敏性鼻炎，第一次来

火葬场做志愿者时鼻子很不舒服。 今

天服务 1 个多小时了， 鼻子也不难

受。 ” 钟佩雯就职于广州市社会福利

院， 今年是她第三次参加清明志愿活

动。 每天早上，她都要早起，从花都赶

到广州市火葬场的志愿岗位。 相比往

年的烟雾缭绕， 这两年广州大力推行

无烟拜祭，文明祭扫蔚然成风。

在她看来， 清明志愿工作跟平时

志愿服务有很大不同， 时间长、 群众

广、问题多、专业强等情况考验着每位

清明志愿者的综合能力。

前几年的清明拜祭人流量比较

大， 有个妈妈带着智力有点问题的孩

子过来拜祭， 无暇照看， 以致孩子走

失。妈妈慌乱地向志愿者求助。志愿者

们口口相传， 很快就把走散的小孩交

到妈妈手上。 她握着我们的手不断致

谢。“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志愿者的服

务是必不可少的。 ”

“宝宝，我们不能乱扔垃圾。‘小黄

人’的工作很辛苦。 ”一对夫妻捡起孩

子扔在地上的纸张，低声对小孩说道。

“这样的事情经常能遇到，家长们看到

我们辛苦工作， 自己也会加强对拜祭

场所的环境保护， 同时也是对小孩子

的言传身教。 ”

广州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大二学

生林洁萍今年是第二次来当清明志愿

者。 作为学生志愿者，她主要向市民群

众倡导文明祭扫的观念。“我们都会主

动向祭扫的市民群众进行宣传， 用鲜

花、 爱心卡和黄丝带代替焚烧纸质祭

品。 而且，前期宣传挺到位的，很多来

拜祭的市民都没有带纸质祭品。 即使

带了，也会主动拿到集中存放区。 ”

志愿者特写

清明志愿服务已累计近2万小时

昨日广州各祭扫场所接待祭拜市民近60万人次，预计今天拜山人数仍然较多

政策

▲

中山八路开通多条清明公交

专线，市民在排队候车。

荨

在银河园等拜祭场所，处处可

以看见身穿黄色马甲的清明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