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节临近，汪和平因为
事忙，没空回乡祭祖。他特地
告诉父母，让他们在清明上坟

时多挂一串纸钱、多上一把香。他通
过“代祭扫”这一特殊的方式，表达自
己对曾祖父的哀思与怀念。

汪和平是歙县狮石人，现在杭州
从事钢贸生意。他的曾祖父是一名红
军烈士，牺牲于 1936 年，其在革命战争
年代积极投身革命的英勇事迹，展陈
在村里的红色狮石革命村史馆和“清
贫馆”内。

红色狮石革命村史馆，原为树德
堂，是村里的一座祠堂，命名源自“以
德为本”，意在教育族人见德思贤、雍
睦乡里。近年来，这里成为人们追忆

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
因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狮石村史资料显示：汪石门，狮石
乡 营 川 村 人 ，父 亲 是 村 里 的 私 塾 先
生。汪石门读过私塾，拜师习武，后学
做木匠。他为人谦和，经常帮人修理
一些日常器物，远近几十里的乡邻遇
见他，都亲热地喊他“石门佬”。

1934 年秋，一位货郎来到汪石门
家借宿，对他说红军队伍、讲苏区政
府、谈抗日救国。不久，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经狮石入皖，从汪石门家门口
经过。1935 年 12 月，货郎和红军来到
汪石门家，汪石门参加红军，成为秘密
交通员，为红军传递消息、搜集情报，
贮藏粮油、食盐和药品等物资。

“ 我 的 曾 祖 父 ，真 名 不 叫‘ 汪 石
门’，‘石门’是他的小名，我们族谱里
有记载。”汪和平说，爷爷在世时，经常
对自己说曾祖父的故事。曾祖父的手
艺好，红军在狮石活动期间，他帮红军
修过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祖父
还会武功，家里老宅子拆掉的时候，还
发现了一柄剑。

“听说在一个下雨天，我曾祖父帮
助红军伤病员转移，在我们这里一个
叫‘滚滩’的地方被敌人抓到了。”汪和
平说。1936 年，他的曾祖父被投入监
狱，遭刑讯逼供，受尽折磨，但他严守
秘密、一字不说、拒绝叛变，最后被敌
人活活烧死。

在烈火中永生。革命先烈英勇无

畏的精神和气概为后人称颂，深深震
撼了每一位参观者的心灵。汪和平
说，每次清明给曾祖父上坟，都有一种
历史自豪感。作为一名红军的后人，
他时刻提醒自己，保留祖辈的优良传
统，为人忠厚，做事踏实。

2000 年，汪和平跟随堂哥来到杭
州打工。2009 年，他成立公司，以钢材
贸易为主业。其间，他开过饭店，到过
广州，涉足很多行业。“现在，我们村在
外面做钢贸生意的有五六个人，都是
一个带一个走出去、做起来的。”

汪和平在外发展、不忘家乡。目
前 ，他 在 家 乡 参 与 投 资 旅 游 项 目 。
2020 年，狮石村修路，他主动参与修路
占地协调工作，并出资用作占地补偿
款。“我们公司每年招人，优先考虑家
乡亲朋好友家的孩子。”汪和平表示，
将在能力所及范围内，带动更多家乡
人就业、创业，走上致富路，用实际行
动反哺家乡，以幸福生活告慰革命先
烈。

·许 晟·

整治提升烈士墓（陵园）环境，
描红出新烈士墓碑文，清理整修沿
途步道石阶……清明临近，我市多
地在开展祭英烈活动中，注重加强
对烈士墓地（陵园）环境的治理和保
护，让烈士英灵无忧安眠，让烈士精
神世代传承。

3 月 25 日，黄山区谭家桥镇，工
人在描红出新烈士陵园内的烈士碑
文。当地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谭
家桥战斗为主线，以刘奎游击战、南

山党支部为重点，深入挖掘红色历
史，搜集、整理民间流传的革命故
事、烈士遗物、史实资料。并先后争
取资金百余万元，完成南山党支部、
黄山烈士陵园谭家桥烈士墓区、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陈列馆改造提
升，实施聂家山革命老区环境整治
等，进一步完善红色基础设施。“这
让我们更好地建强红色阵地、讲好
红色故事，继承和发扬红色基因，引
导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谭家桥镇一负责人说。
记者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

到，我市现有县级以上烈士纪念设
施 20 处，其中省级 1 处（黄山烈士陵
园），设区的市级 1 处，县级烈士纪
念设施 18 处（内有烈士墓、塔、碑、
亭及烈士英名墙），零散烈士纪念设
施 217 处。县级以上烈士纪念设施
内烈士墓共 102 座，零散烈士墓 195
座。列入黄山市烈士英名录的共有
1219 名。

2020 年，我市全面核查了全市
烈士陵园、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纪
念广场、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念
塔祠、纪念塑像和烈士墓等烈士纪
念设施的详细信息，实现烈士纪念
设施数据动态信息化管理，夯实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基础。将全
市烈士纪念设施统一纳入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归口管理。结合实际，
制定《关于贯彻〈安徽省烈士纪念
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工作
实施方案〉的具体措施》，并将全市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纳入当地

“十四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同
时将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经费纳入当
地财政预算。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
纪念馆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

设施遗址名录 ,休宁县六股尖烈士
陵园、黟县革命烈士纪念碑改扩建
项目，获退役军人事务部确认。

与此同时，全市不断完善烈属
优待帮扶政策，帮助解决烈属生活、
医疗、住房和子女教育、就业等方面
存在的实际困难。目前全市享受

“三属”待遇的 100 人（其中烈士遗
属 32 人），享受年满 60 周岁烈士子
女待遇的有 90 人。2020 年走访慰
问烈士遗属和老年子女 87 户，发放
慰问金（品）4.1 万元，同时积极动员
社会力量为烈属送温暖献爱心，开
展“为抗美援朝烈士家庭拍张全家
福”公益活动，为 41 位抗美援朝烈
士家庭拍摄全家福。

·钟 伟·

“弘扬革命精神，缅怀先烈不
朽功勋，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网上
祭英烈平台，为先烈献花、点蜡、敬
香、祭酒，让更多人了解烈士英勇
事迹。”3 月 29 日，祁门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工作人员许雪强对记者说。

3 月 26 日，市文明办、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联合下发通知，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主
题活动，倡导各地各部门充分利用
现有烈士纪念设施、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等红色资源，
深入开展烈士纪念、党史教育；引
导干部群众、中小学生分别登录中
华英烈网“守护·2021 清明祭英烈”
专栏、黄山文明网“2021 网上祭英
烈”专题页面，开展网上祭英烈活
动；开展志愿关爱活动，组织志愿
者关爱慰问烈属，在活动中培养利
他精神和崇高品德；厚植家国情
怀，把纪念革命烈士与传承优秀家
风家训有机结合，让清明节成为传
承文化、传递情感、传播文明的重

要载体，在缅怀与追思中培养对生
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对家国
的担当。

“我市地处皖南山区，在革命战
争年代，曾发生大大小小战事，淳朴
的黄山人民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参
加和支援红军，流传下许多可歌可
泣的英雄故事。”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虽然英雄已故，但
浩气长存，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精神
力量将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坚
定信念、服务人民，为实现伟大的

“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努力。
记者采访发现，清明未到，我市

各地祭奠英烈活动已陆续展开。线
上线下，形式不一。3 月 24 日，在歙
县武阳乡二十七烈士陵园，20多位党
员干部肃立在烈士纪念碑前，一起敬
献花圈、鞠躬默哀，深切缅怀长眠于
此的革命先烈；3月 28日，屯溪区奕
棋镇机关党支部联合奕棋镇团委开
展清明节缅怀革命先烈活动，镇机
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发展对象、入党

积极分子、入党申请人，结对共建单
位城展馆党支部部分党员等 50余人
来到小练革命展示馆缅怀先烈，重
温峥嵘历史，接受红色洗礼；3 月 29
日，黄山日报社、黄山市气象局等单
位，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网上祭
英烈活动，向烈士祭酒、敬献花圈，
全体人员集体默哀，向烈士表达敬
意；同日，休宁县流口镇组织干部职
工前往茗洲村碜坑源组徐社开烈士
墓开展文明祭扫活动。活动中，大
家认真调好颜料，用准备好的笔，一
笔一画，仔仔细细地为烈士碑碑文
描红，在清理完墓碑上灰尘和周边
杂草后，向烈士敬献鲜花、默哀，以
示悼念。

“最近已有 10 家以上单位或
学校组织前来开展祭扫活动，文明
祭祀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祭奠的内
容主要包括扫墓、默哀、敬献花篮、
献花等。”黄山区烈士陵园一位工
作人员介绍说。

·钟伟 文/摄·

“今年清明期间，我们仍将开
展‘鲜花换纸钱’‘丝带寄哀思’等
活动，并大力做好禁烧监管，引导
群众绿色祭祀、低碳祭祀，推动移
风易俗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确
保清明期间徽陵祭祀工作安全有
序。”3 月 29 日，黄山市徽陵管理处
负责人杨用表示。

2020 年以来，市徽陵管理处深
入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禁止焚烧
香纸冥币等祭祀用品的通告》，全力
支持市民政部门殡葬改革管理工
作，积极向前来祭扫和落葬的群众
做好移风易俗宣传工作。“禁燃禁
放”“文明祭祀”等宣传条幅和标语
遍布陵园各区，禁燃禁烧监管贯穿
全年工作始终。该处还设立鲜花香
纸冥币兑换点，加强组织安保员、劝
导员坚守在陵园各个路口和重点区
域，有序引导市民在祭祀亭焚烧香
纸冥币，劝阻携带烟花爆竹的市民
燃放，焚烧香纸冥币现象较往年大
幅下降，燃放烟花爆竹现象基本杜
绝。

3 月 26 日，在与徽陵管理处相
邻的黄山市烈士陵园内，有幼儿园
师生在祭奠英烈。“今天，我们以每
人敬献一束鲜花的方式缅怀先烈，
也希望以实际行动为文明社会建
设贡献一份力量。”一名幼儿园老
师说，3 月 22 日，市文明办发出《致
广大市民清明祭祀“三做起”倡议
书》，呼吁广大市民抵制陈规陋习，
倡导祭奠英烈、文明祭祀、平安祭
祀，从我做起。为此，幼儿园师生
积极响应。

据市民政局相关人员介绍，为

确保祭扫群众过一个文明、安全、节
俭的清明节，实现文明祭扫、平安清
明目标，市民政局此前召开了殡葬
重点工作推进会，推进清明节期间
禁止焚烧香纸冥币等祭祀用品专项
整治工作，组成专项督查组，深入各
区县、乡镇、民政服务机构督查，并
发挥公安、民政、住房城乡建设、交
通、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管、
林业等部门密切协作工作机制作
用，压实属地责任和部门责任，针对
人流密集祭扫场所，制定方案预案，
落实祭扫服务场所实行人员实名登
记、测量体温、佩戴口罩等要求，做
好人员分流、交通疏导、火源管控等
工作，严防拥挤踩踏、火患火灾等安
全事故发生，确保现场祭扫安全有
序。

同时，大力推广绿色文明安全
祭扫，通过创建黄山市网上祭扫服
务平台、搭建“皖事通”祭扫接口、
开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提供优质
网络祭扫服务。全市各殡葬服务
单位持续推进殡葬行风建设，进一
步加强殡葬服务标准化和规范化
建设，不断增强群众对殡葬服务的
满意度。其中，市殡仪馆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在徽陵“爱心苑”
举办了第九次无主骨灰落葬暨第
八次“爱心祭”系列活动，为 12 个
无主殁者的骨灰进行祭祀、安葬，
积极传播绿色、节地、环保的生态
文明安葬方式，并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组织殡葬服务机构免费代
为祭扫，提供敬献鲜花等服务，满
足群众多样化祭祀需求。

·姚大盛·

建强红色阵地 告慰烈士英灵

烈士后人创业致富 饮水思源反哺家乡

文明祭扫 平安清明 祭奠缅怀先烈 接受红色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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