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渝黔交界处的习水县寨坝

镇，充满神秘感，生态优良。贵阳日报融媒

体记者团队今日将走进一个小村落，直播

一群苍鹭的生活，展示这里的生态文化。

百骆坝，寨坝镇的一个自然村寨。 一群

苍鹭，在这里找到合适的栖息地。它们在寨子

里一株朴树上安家，一住就是上百年。 与鹭

为邻，大树下，已年过八旬的老贺和村里人，

早已把它们视为朋友、亲人，格外爱护。

鹭鸟，被很多人称为“仙鹤” ，视为

吉祥之鸟。 它们已融入寨坝人的生活，甚

至表现在祖辈留给后人记忆里。 考古调

查发现， 寨坝镇早在 2000 多年前的汉

代，就已被开发利用。 人们除了在崖壁上

留下疑似生殖信仰的摩崖图案， 还把水

鸟、鱼的图案，刻在坟墓中。

今日 9时，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团队

将来到寨坝镇， 通过贵阳晚报新闻资讯

端 ZAKER贵阳等新媒体，直播大树上的

苍鹭细节、村民与鹭为邻的生活，呈现寨

坝的生态文明。（黄黔华 张志红 张强）

■新闻速递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综合

编辑／版式 杨源 校对／ 缪恺

4

贵 阳 凤 凰 山 公 墓 ：

你在人间思着他，他在云端念着你

清明将至，提供“代客祭祀，‘云’ 端寄情” 服务

核心提示：

春和景明，惠风和畅。

新冠疫情虽有缓和， 不过，出

于对市民健康安全着想，贵阳市的

公墓祭祀尚未开放。

转眼将至的清明，是一年一度踏青扫墓的日子。 为

了这份不能阻断的思念，贵阳凤凰山公墓继续履行社会

责任，开启“代客祭祀，‘云’ 端寄情” ，线上线下同时互

动，在这个特殊的清明来临之际，寄托对亲人的追思。

A.�云上祭祀：

你在人间思着他，他在云端念着你

在贵阳凤凰山公墓，有一个凄婉

的爱情故事。

2003 年 11 月 20 日，成都女孩摩

卡，和贵阳男孩散兵，在西藏出了车

祸，这是他们认识的第七天，相恋的

第七天。 摩卡车祸后醒来，腿断了，打

着厚厚的石膏，她问散兵呢？ 友人说，

散兵回家了。“萍水相逢的爱情，也就

烟消云散。 ” 这是摩卡对这段短暂的

爱情的结论，她认为散兵嫌弃自己腿

断了。

不过， 几个月后， 摩卡才知道，

“散兵回家了” ， 是他永远安息在贵

阳凤凰山公墓。 伤痛欲绝的摩卡，拄

着拐杖，登上凤凰山，在散兵的墓碑

前，落下了这辈子最多的泪。 摩卡把

这段情感写了一本书：《情断西藏》，

在 2004年 9月，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

版，这段三毛与荷西般的爱情，打动

无数人。

“你在人间思着他，他在云端念着

你。” 凤凰山公墓的工作人员说，这个

真实的故事，多年来，一直在网络流

传，散兵的网上纪念馆，也时常有人

献花、祭奠，让我们看到对逝者的尊

重。自建园之初，凤凰山公墓就以“化

黑白为彩色，借风水成风景，变幽冥为

幽居， 建公墓成公园” 的四大建园理

念，为生者和逝者服务。 尤其是今年春

节，发生新冠疫情以来，代客祭祀 2000

多起，免费敬献鲜花 1万多株。

凤凰山公墓在微信上开发的“凤

凰云平台” ，就是一个线上祭祀平台，

让市民在一个私密的空间，以家族为

单位，进行线上祭祀、追思，畅谈家族

故事， 展望人生未来。 “凤凰云平

台” ，已经超越了普通祭祀的意义，成

为家族交往的平台。目前，在“凤凰云

平台” 已有 5000 个“云纪念” 网上纪

念馆。

B.代客祭祀：

两个天使，“迎来送往”的哲学世界

3 月 24 日清早，贵阳凤凰山公墓

的工作人员小周，在手机上打开微信

“凤凰云平台” ， 看到有几名市民代

祭申请，希望工作人员能给他们亲人

的墓前献花，小周立即作了安排。 工

作人员献完花后，小周将相关的图片

发给市民。

市民李奶奶在图片中看到，工作

人员登上 200多级台阶， 到达山顶的

墓前，擦拭墓碑，敬献鲜花，90度鞠躬，

犹如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为一位素

不相识的逝者扫墓。“关键是，我们选

择的是凤凰山公墓免费扫墓的服务。”

李奶奶有些哽咽，她说，那些工作人员

年轻，和她的孙子一般年纪，把服务工

作做得逝者家属满满意意。

在一旁目击的李奶奶的女儿杨

女士，受到感动，她查阅了“凤凰云平

台” ， 为自己过世后下葬在凤凰山公

墓的公公、婆婆，选择了一个价值 168

元的“代客祭祀” 的服务。 杨女士说：

“在今年清明这个特殊的时期， 不能

到墓前祭祀，有些遗憾。 不过，凤凰山

公墓开展的贴心服务，的确暖心。 ”

杨女士介绍， 她在 “凤凰云平

台” 查阅了“代客祭祀” 的价格，也就

88 元和 168 元两种价格，作为普通家

庭都能承受。 杨女士相信，凤凰山公

墓的“免费扫墓” 服务，都做得那么

暖心，她愿意付费，丰富祭品的内容

和祭祀服务，更深切地寄托对亲人的

思念， 而且选择 168 元的收费服务，

是作为对工作人员的信任。

杨女士说， 她是一名白衣天使，

在一家医院当产科护士，专门接生新

生命来到世界；而凤凰山公墓的工作

人员，则是送别人生，他们是真正的

“蓝衣天使” 。 一个迎来，一个送往，

组成了别样的哲学世界。

C.同步追思：

对逝者缅怀、生者尊重、历史感悟

三月的凤凰山， 迎春花拂过，紫

藤飘香， 傲立了半个多世纪的马尾

松，成了贵阳这座城市建设、发展的

见证者。

在凤凰山公墓， 一座座墓志铭，

记载了一个个凡人的生命历程，一个

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仅管他们很少有

跌宕起伏，却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参与

者。 就像我们研究历史，往往是从墓

葬的角度进入。

凤凰山公墓在线上线下，为市民

提供同步追思，就是对逝者的缅怀，

对生者的尊重，对历史的感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坚 李强

详情致电 0851-83900777、83900952一键思亲的流程图

本报讯 3月 22日中午，贵阳市

白云区都拉营乡 75岁的谢阿姨和老

伴把一面印有“为民服务， 尽心尽

责” 的锦旗送到贵阳铁路公安处都

拉营站派出所，感谢该所巡防员乔伦

芝半个月前及时把走铁路的小孙女

救下，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惨剧。

3 月 9 日 17 时许，谢阿姨带着

4 岁的孙女小美前往住在铁路沿线

的上水村女儿家。 上水村被川黔铁

路分隔成两半， 需要横越铁路才能

到达女儿家。谢阿姨年纪大了，腿脚

不好，跟不上跑在前面的小孙女。眼

看孩子跑上铁路， 她只能在后面边

跑边大声叫她下来，小心火车。

但第一次走上铁道的小美觉得

十分新奇，竟停在铁轨中间玩耍。

此时， 一列货运列车正从远处

飞快驶来， 谢阿姨吓得拼命呼喊:

“快下来！ 快躲开！ ”

然而小美玩得十分投入，列车鸣

笛她也没反应，完全没意识到危险来

临，只是在铁道上望着奶奶笑。

列车越来越近！千钧一发之际，

正在附近巡查的巡防员乔伦芝听到

了谢阿姨的呼叫声。 他几个箭步冲

上铁路， 一把将孩子抱下铁轨，此

时，列车呼啸着从身旁驶过。

看着化险为夷的小孙女， 惊魂

未定的谢阿姨连感谢的话都不知道

该怎么对乔伦芝说。

3 月 18 日，谢阿姨终于等到附

近的广告装饰店复工开业， 立即前

往订做了一面锦旗，3 月 22 日把锦

旗送到派出所，交到乔伦芝手中。

据乔伦芝介绍， 当他抱起小女

孩时， 列车离孩子大约只有二三十

米远。“当时只想把孩子抱离铁道，

其他的也没想那么多。 ”

乔伦芝同时提醒， 市民要看好

小孩，不要横穿铁路，不要在铁轨上

逗留、 游逛， 不要在铁路路基上行

走、乘凉或坐卧铁轨；过铁道若遇红

灯亮，或看守人员示意停止行进时，

须依次停在安全线或栏杆以外；通

过无人看守的通口时，须止步观望，

在确认没有列车即将通过后， 才能

通过。 （吴志伟 曾秦）

千钧一发之际，巡防员冲上铁道将她救下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公

安交管局车管所获悉，3 月 30 日开

始，机动车查验严格执行预约办理制

度，没有预约的，一律不予办理。

据了解，贵阳目前办理机动车

查验相关业务需通过“贵阳市车辆

管理所机动车查验预约系统” 预约

办理。 此外，工作日下午三点到五

点为开放办理时间，在预约车辆办

理完毕后，未预约车辆亦可在车管

所窗口进行办理。

据介绍， 为有效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 避免车驾管业务办理人员过

度集中，造成疫情传播，从 3 月 30

日开始， 贵阳市机动车查验严格执

行预约办理制度， 没有预约的一律

不予办理。即日起，广大车主可通过

贵阳交警信息网进行机动车查验预

约，严格执行预约上下午制度办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强）

贵阳市公安交管局车管所提醒，3月30日起———

机动车查验业务 未预约不予办理

本报讯 3 月 16 日， 位于黔南

州贵定县昌明镇的格鲁格桑民俗大

观园联姻文旅央企中国动漫集团中

漫风尚公司，即将开启非遗新时代。

据悉， 双方将以国家文化产业

政策为契机，从新技术、新媒体、新

链条为抓手， 以格鲁格桑贵州民俗

文化大观园为基地， 以非遗文化为

核心， 以非遗数字动漫创新创意产

业为引领， 面向全国及一带一路国

家非遗文化交流， 推动我国非遗 +

产业 ，从“保护、学习、研究、旅游、

人才培养” 等数字化的发展，最终

建成国家非遗文创产业示范基地。

同时， 格鲁格桑民俗大观园与

黔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利用自

身优势资源， 共同打造贵州非遗研

学中心， 即将迎来一批县州级、省

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工坊入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列车疾驰而来 女童浑然不觉

春暖花开

与鹭为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团队今日走进

习水寨坝镇，为你直播苍鹭的生活

格鲁格桑民俗大观园联姻文旅央企

拟建成国家非遗文创产业示范基地

嬉戏的苍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