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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线上云祭扫、诵读经典、
书写寄语……

无法现场祭祀，不妨试试这些新追思方式
□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洪永林 张婧

核心
提示

3 月 25 日，
记者从城区清明节期间祭扫管理工作会上获悉，
3 月 28 日至 4 月 12
日，
市城区三大公墓区（马宿岭公墓、
华裔陵园、
贺嘉山孝道文化园）暂停市民现场
祭扫活动。现场祭祀暂停，
相关部门提供了代为祭祀服务，
以满足广大市民祭祀需
求。同时提倡通过网络祭扫、
诵读经典、
书写寄语、
居家追思等现代文明的祭祀方
式寄托哀思，
注重由实地实物祭扫转为精神传承，
降低实地祭扫人数及祭扫活动聚
集带来的感染风险。

三大公墓区：祭扫车辆禁行，祭扫人员禁入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根据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决
定，为最大限度减少清明祭扫人员流
动和聚集，避免交叉感染，做到疫情防
控工作慎始如终，根据上级有关要求，
3 月 28 日至 4 月 12 日期间，市城区三

大公墓区（马宿岭公墓、华裔陵园、贺
嘉山孝道文化园）暂停市民现场祭扫
活动。届时将暂时封闭公墓区各出入
口，加强人员管控及周边区域巡视，确
保“祭扫车辆禁行、祭扫人员禁入”。
市城区三大公墓区之外，安葬墓穴较

少、人员聚集密度不高的祖坟山和农
村公益性墓地（骨灰堂），允许现场祭
扫，但应自觉遵守疫情防控和安全管
理的有关规定，防止人员扎堆聚集，加
强野外火源管控，严防因使用明火引
发火灾事故，确保祭扫安全有序。

开展人性关怀服务，提供代祭祀、集体祭等服务
3 月 28 日起，市民可通过中国九
江 网（www.jiujiang.gov.cn）、九 江 市 民
政 局 网 站（mz.jiujiang.gov.cn）、
“赣服
通”九江分厅、掌中九江 APP、第一播
报 APP、微信公众号“九江市人民政府
发布”进入“2020 年清明节网上祭扫”
专栏或九江新闻网等其他公益性的网
络祭扫平台，建立个人纪念堂进行线
上祭扫。

此外，贺嘉山孝道文化园将提供
现场代祭服务，开通“云祭扫”网上服
务平台，提供线上云祭扫和代客祭扫
服务，市民可关注“贺嘉山孝道文化
园 ”微 信 公 众 号 或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4000896144 预约现场代祭服务。
此外，三大公墓区还将开展清理
一次环境、组织一场仪式、敬献一枝鲜
花、举办一次征文等活动，开展人性关

怀服务。4 月 4 日前清扫墓区环境，擦
碑拭尘、道路清杂、培土绿化、整理打
扫等，同时代市民向每个墓位敬献一
枝鲜花。清明节期间，三大公墓区分
别组织一场小型集体代祭扫仪式。在
此期间，市民还可围绕追思先贤、纪念
先烈、孝亲感恩、生命教育等内容撰写
纪念诗歌、文章，通过“2020 年清明节
网上祭扫”专栏投稿。

网络祭扫倡议书
莺飞草长，清明将至。为深入贯
彻落实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体
要求，避免人员扎堆聚集，减少交叉感
染，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3 月
28 日至 4 月 12 日市中心城区公墓区
（马宿岭公墓、华裔陵园、贺嘉山孝道
文化园）和各县（市）城市公墓区暂停
现场祭扫活动，现就 2020 年清明祭扫
工作倡议如下：
一、倡导文明祭祀，做时代新风的
引领者。倡导通过网络祭扫、诵读经
典、书写寄语、居家追思等现代文明的
祭祀方式寄托哀思，融入追思先贤、纪
念先烈、孝亲感恩、生命教育等丰富内

涵，推动从实物实地祭扫转变为精神
传承。
二、倡导孝亲敬老，做传统美德的
弘扬者。倡导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
的传统美德，树立“丰祭不如厚养，孝
道注重当下”的理念，提倡对在世老人
多尽孝道，多一份关心，做到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老人过世后，要从俭办
丧，不大操大办，不铺张浪费，不互相
攀比。
三、倡导率先垂范，做移风易俗的
践行者。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关于
疫情防控和清明祭扫活动的有关要

求，加强对直系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的教育和约束，自觉遵守清明祭扫规
定，带头推进殡葬改革工作，做“告别
陋习、文明祭扫”的践行者、带头人。
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
求，增强安全意识，理解、支持、配合市
中心城区公墓区（马宿岭公墓、华裔陵
园、贺嘉山孝道文化园）和各县（市）城
市公墓区暂停现场祭扫的相关规定，
齐
心协力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九江市殡葬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九江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26 日

关于严格执行
有关人员入浔规定的公告
为严格落实有关人员入浔管理相关规定，
严防疫情输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严格执行提前报备制度。境外和来自
湖北人员来浔返浔前，
须认真填写登记
“九江赣
通码”
，
其本人、
亲友或者接洽单位必须提前 3 天
主动向实际居住地社区（村）或所在单位报备，
社区（村）或单位逐级报县（市、区）防控应急指
挥部备案。社区（村）或单位应出具接收证明，
并按规范要求加强管理。
2.加强信息摸排管理。各行政、企事业单
位全面掌握并管理好本单位已入浔或计划入
浔的境外和来自湖北人员，并向入浔人员住所
所在社区（村）报备，无住所的，向单位所在社
区（村）或园区报备；督促在境外有直系亲属的
本单位干部职工，向其境外直系亲属做好政策
宣传和提醒告知工作。各县（市、区）疫情防控
应急指挥部要组织本辖区内所有的社区（村），
对已入浔或计划入浔的境外和来自湖北人员
开展一次全面摸排，逐级报告，确保不漏一人，
万无一失。
3.实施分类管控。境外入浔人员，一律集
中隔离 14 天，并进行核酸检测，费用自理。来
自湖北人员，具湖北省健康码绿码方可报备，
持接收证明入浔；来自湖北武汉的人员，自费
集中隔离 14 天，期满后规范解除；湖北其他地
区人员入浔后，在浔工作、生活的，按“九江赣
通码”分类管理，社区（村）和单位要重点关注
和加强管理，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湖北人员经
九江火车站中转前往外地的，仅可经长江一桥
通行，同时为健康码绿码、持目的地相关证明
和火车票凭证，在长江一桥乘坐专车，点对点
运送至九江火车站。
4.强化责任落实。对不提前如实报告的
个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对不提前如实报告
的接洽单位，按有关规定取消评先资格，列入
失信名单。对摸排管理落实不到位，造成不利
影响的，严肃追究属地责任和分级包保领导责
任；摸排对象有单位的，一并追究所属单位主
要负责人责任。
九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指挥部
2020 年 3 月 24 日

树立典型人物群像 扛起主流价值观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谈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都是中国的脊
到:“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
梁。”作为一线工作人员，他们为我们遮风
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
挡雨、冲在前线。典型人物的价值取向，坚
型人物”。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涌现
定了我们的信心、锻炼了我们的队伍、凝聚
出了众多典型人物，他们都有“先天下之忧
了我们的士气。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则要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奉献精神。
正己修身，塑造自己的偶像观、幸福观、荣
他们生而平凡，
却都抱着
“我是螺丝钉， 辱观。
哪里需要哪里搬”
的态度。典型人物的价值
应树立正确的“偶像观”。偶像们有的
观，塑造着他们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人各
靠颜值、有的靠人设，他们的语言、行为、思
有志，每个人的价值观会受到身心条件、年
想，对青少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我们
龄阅历、教育状况、家庭情况等因素的影
身边的这些富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典
响。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会影响人做出差异
型代表，他们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
化的选择。疫情暴发后，
我们看到了各行各
力量的最好诠释。他们成为了这个时代最
业涌现出的一位位典型代表，
他们有牺牲奉 “硬核”的偶像。
献型的领导干部、有品德高尚型的行业精
个人幸福丰富着社会幸福，个人幸福
英，
还有职业素养型的普通人。这些典型人
助推社会幸福的实现。人始终是社会的
物的行为善举，对每一位亲身经历这次疫
人，人的本质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这些
情的中国人来说都会产生影响。
典型人物，他们选择逆行，体会到帮人、助
人的快乐，体会到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幸
扛起主流价值观
福。他们个人的幸福与社会幸福互相联
鲁迅曾说：
“ 自古以来，中国有埋头苦
系、互相依存。正如马克思所说：
“ 人们只
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
有为同时代人的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

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善”，只有那些为
那么多崇尚真理、坚持正义、克己奉公、无
共同目标劳动，从而使自己变得高尚的人， 私奉献的典型人物。他们不顾自身利益，
才是伟大的人。
为全局利益着想。离开人的社会价值，人
荣辱观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发
也 无 法 在 社 会 中 生 活 ，更 谈 不 上 自 身 价
展而来的，是人们对荣与辱的评价标准。 值。第二，应注重个人修养。修养很大程
荣辱观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判断或者说是价
度上体现在人的品格上，人生的要义，除了
值导向。这些典型人物在疫情防控一线积
要诚实守信外，还应遵循坚持正义、恪守正
极工作，也产生了对自己职业的尊严感和
道。好的品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自
自豪感。荣辱观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
我审视、自我约束、自我调控中，不断自我
面它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评价，另一
改造、自我完善的。
方面它表现个人力求通过自己的行动，希
“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这次疫
望从社会得到荣誉。这种自我评价，在一
情中涌现出的一位位典型人物，他们都在
定条件下会显得特别重要。个人对社会贡 “尽所能、展所学、救所治”。他们用自身的
献越多，
他得到的荣誉就越多。
义无反顾与敢为人先，用自己的责任与担
当，诠释了中国人的力量。
“ 学典型、树榜
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样、明方向、学做人”，这些典型人物，就是
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受价值取向支配
老百姓心中的英雄，他们才是真正的“网络
。
（人民网消息）
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兴趣、 红人”
情感作出判断。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既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意，也是
每个人会遇到的现实问题。第一，应树立
正确的理想。在这次疫情中，我们看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