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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吉林女跨3000公里祭父

昆明萬朵菊花祭英靈
兩老兵新葬「遠征園」其中一人遺體已捐醫學用途

哈市海葬直播 破送親空間限制

「生則為英，死而為靈。松濤嗚咽，清流哀鳴。銘記忠烈 ，祈我國昌。惕勵後

人，永駐平安。昭昭日月，正氣浩然。魂兮歸來 ，伏惟尚饗。」百餘名遠征軍後

人、關愛老兵義工、青年學生等昨日手持黃色或白色的菊花齊聚雲南昆明金陵公

墓遠征園（以下稱「遠征園」），一起祭祀長眠於此的英烈們。當日，兩名已故

遠征軍老兵落葬「遠征園」，其中一名老兵的遺體按照其遺願已捐獻作醫學用

途，令在場眾人肅然起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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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龍越慈善基金會、雲南老兵關懷計劃項目辦
（以下稱「項目辦」）正式成立於2012年。在此
之前，志願者們已經聚在一起做了許多尋找、關愛
老兵的事情。近年來，通過「項目辦」找到並提供
關懷的老兵近500人。「項目辦」工作人員趙燦林
感慨，「近年來，老兵數量不斷減少是不可迴避的
事實，我們能做的是盡可能給他們關懷和幫助，讓
他們有尊嚴地活着，有尊嚴地離去。」
趙燦林介紹，「項目辦」義工中95%以上都是

老兵的後代，他們中有很多人已經退休，因為有
相同的經歷，大家聚在一起為老兵提供關懷。現
在也有一些愛心人士加入到志願者的隊伍當中
來。
雲南大學胡彥是一名關愛老兵的義工。當她看

到老兵爺爺住在二十平方米的房子裡，兒女又多
不在身邊陪伴時，才真切地感受到給予老人關心
和陪伴是很有意義的，「哪怕傾聽也是關愛老
兵」。
現在雲南大學的同學們都踴躍參加「項目辦」關

愛老兵活動。胡彥說，以前學哥學姐帶他們參與這
項活動，今後，她們也會帶學弟學妹們參加這些活
動，讓他們的行動溫暖老兵。

■昆明市民與遠征軍老兵後人紛紛為英烈獻
花。 記者譚旻煦 攝

■昨日，遠征
軍後人、關愛
老兵義工、青
年學生前往昆
明金陵公墓遠
征 園 祭 祀 英
烈。
記者譚旻煦 攝

■大學生義工
在老兵墓前獻
花。
記者譚旻煦 攝

據了解，「遠征園」長眠着近百位遠征軍老兵、
南僑機工等英烈。由於義工的冒雨整理，昨日

的「遠征園」顯得乾淨整潔，一座座墓碑莊嚴肅穆。

緬懷先烈銘記抗戰史
早上10時，祭祀活動正式開始，老兵後代、青年
學生等手持菊花列隊。老兵後代吳賓站在發言區，情
緒有些激動。他首先轉向墓區向先輩們深深三鞠躬，
然後表示，「青山處處埋忠骨」，這裡雖然只長眠着
部分老兵將士，卻承載着中華民族抗日的歷史。「你
們用熱血和生命譜寫的這段歷史我們不會忘記，歷史
亦不會忘記，你們永遠是後人心中的愛國英雄，老兵
永垂。」
吳賓的父親是一名遠征軍戰士，曾赴印度參戰，回
國之後年僅47歲就離世了。此後，吳賓一直投身於
關愛抗戰老兵的義工服務當中，現在他是深圳龍越慈
善基金會、雲南老兵關懷計劃項目辦公室的義工。昨
日，吳賓還為他一直關愛的老兵陳世麟老人安放了骨

灰。
在朗讀祭文後，百餘人來到墓碑前深深三鞠躬，為
長眠的將士們獻上花圈和菊花。昆明市交警六大隊副
大隊長高海說，這是他和同事們連續第五次在清明節
前來祭拜「遠征園」英烈。

貢獻祖國精神令人感動
另外一位昨天「落葬」的是肖朝清，但其墓裡卻沒
有安葬骨灰。肖朝清今年3月去世後，其遺體已捐獻
給了昆明醫學院作醫學用途。他戎馬半生，過世後還
繼續作貢獻的精神打動了在場人士。
據悉，肖朝清原籍貴州貴陽，1933年考入貴州軍
官教導團，畢業後分配到陸軍99軍軍需處任中尉副
官。1936年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岡分校14期學
習，畢業後從事警衛工作。1942年，他被調入中國
遠征軍兵站總監部汽車運輸第五團，在滇西反攻抗日
戰爭中，他負責為前線運輸軍需物資。抗戰勝利後他
就任上校副團長。解放後，他被判刑直至1982年被
特赦。
2011年10月，根據肖朝清的申請，在昆明市紅十

字會的幫助和見證下，他與昆明醫學院簽訂了無償捐
獻遺體協議，自願捐獻遺體用作醫學研究，把他對祖
國、對人民的關愛延續下去。
一直照顧肖朝清的義工徐鼎同樣也是老兵後代，徐

鼎的父親和肖朝清屬同期學員。他表示，肖朝清老人
一生經歷坎坷，晚年生活也十分艱苦。但老人很豁達
地捐獻遺體，現在他們已幫助老人完成了遺願。

京津冀治霾不力
7地負責人遭環保部約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4月 2日至5
日，京津冀及周邊區域將迎來新一輪污染天氣，其中4月
4日夜間至5日污染最重，北京、廊坊和保定可能出現重
度污染。環保部昨日通報，環保部約談北京市大興區、天
津市北辰區、河北省石家莊趙縣、唐山開平區、邯鄲永年
區、衡水深州市、山西省運城河津市等7地負責人，上述
7地存在環境質量形勢嚴峻，重點環保措施落實不力，企
業違法排污問題多發頻發，不作為、亂作為問題多見等突
出問題。
針對此次污染天氣，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召開專題會議，

要求開展對區域內重點城市的機動督查，不發通知、不打
招呼、不要陪同、直奔現場、直查問題，並對督查發現的
各類問題加大曝光力度。

昨日上午9點，61歲陳艷萍女士已靜
靜坐在昆明金陵公墓「遠征園」中一座
墓碑前，身邊還帶着一個大行李箱。她
前日就從3,000多公里外的吉林長春趕
往昆明，凌晨2點剛到昆明就拖着行李
來到父親陳仔三的墓前。陳艷萍表示，
父親去世後便和母親一起遷到這裡下
葬，「來雲南看一看」一直是父親生前
的心願。今年是她第五次來當地祭祀父
親了。

安葬雲南圓父遺願
陳仔三，湖南人，1938年4月參軍，
所屬部隊新一軍新50師150團，從中
國遠征軍緬北反攻戰役中倖存下來後到
東北生活，於2012年去世，終年97
歲。陳艷萍回憶道，父親的右耳在戰爭

中被炮彈震聾，右腿裡一塊雞蛋大小的
彈片一直沒取出，天陰時腿總是會疼。
父親去世5年了，可陳艷萍來到他墓
前還是忍不住落淚。她說，父親生前心
態特別好，雖然生活不是那麼好，但他
從來不去計較，總說「吃虧是福」。
「父親雖然不常說打仗的事情，卻總愛
教育我不要隨便佔便宜，哪怕是在戰爭
中。」 陳艷萍認為，這是父親留給她
最大的精神財富。
陳艷萍說，父親一直很懷念自己的

戰友，他很想到老家湖南和戰鬥過的雲
南看看，但一直沒能如願。父親去世
後，她得知昆明金陵公墓遠征園為老兵
提供墓地，決定將父母一起安葬到雲
南。「在這裡，父親可以和戰友團聚
了。」

■昨日上午9點，陳艷萍女士已靜靜坐在昆明金陵公墓「遠征園」中一座墓碑
前，身邊還帶一個大行李箱。 記者譚旻煦 攝

逾百學生西安事變紀念館緬英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在丁酉年清明
節來臨之際，逾百位陝西西安大中小學生齊聚西安事變紀
念館，重溫歷史事件，找尋偉人留下的足跡，同時亦向英
烈們表達敬仰與哀思。
當日，西安事變紀念館講解員為同學們講述了《一位民

族英雄的壯舉》，讓大家深入了解西安事變歷史和張學
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偉大愛國情懷。隨後，同學們分別
朗誦了《青春中國》、《清明日對酒》、《不忘歷史、傳
承民族精神》、《永不磨滅的記憶》等詩詞，並向英雄敬
獻花籃，近距離地感受先烈內心深處的愛國情懷。

■西安小學生在西安事變紀念館參加「海棠花下緬英烈」
活動。 記者李陽波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
江 哈爾濱報道）載着62名黑
龍江省哈爾濱市民與51位逝者
骨灰的船隻近日從遼寧大連港
碼頭出發，啟程前往骨灰海撒
的目的地。經過哀悼儀式與海
葬過程講解後，海葬在哀思與
安靜氛圍中舉行。
據了解，此次活動是哈爾濱

舉行的第19次海葬。工作人
員為12名逝者代撒骨灰，同
時海葬也首次實現了視頻直
播。
經過八年探索，哈爾濱市海

葬已經步入常態化，截至目前
已有783位逝者選擇海葬，陸
續開始有家屬跟着每年海葬的
船隻前往骨灰撒海海域祭祀親
人。
今年65歲的老人劉大爺在

家中含淚看完了逝去父母的

骨灰代撒過程。劉老說，父
親生前曾在北戴河生活工作
過一段時間，對大海有深厚
的感情。生前二老就曾說
過，希望百年之後長眠於蔚
藍的大海，這次海葬終於完
成了父母的遺願。他表示，
海葬是一種環保、生態的方
式，全家人特別支持這種方
式，如果有一天他離世了也
想選擇這種方式。
此次海葬活動首次實現了黑

龍江全省視頻直播，主辦方特
別設計可以通過「水滴直播」
平台和「哈爾濱殯葬」、「哈
爾濱新聞廣播」等兩個微信公
眾號全程觀看海葬過程，成功
以信息化手段超越了送別親人
的空間限制，彌補了選擇代撒
骨灰逝者的親屬不能到現場送
別的遺憾。

4月3日，婦女權益保障法頒佈將滿
25周年。3月31日，全國婦聯舉行大
會進行紀念。會上，971個全國維護
婦女兒童權益先進集體和977名全國
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先進個人受到表
彰。
與會者認為，婦女權益保障法作為

中國第一部以婦女為主體、全面保障
婦女權益的重要法律，在保障婦女權
益、促進婦女全面發展方面貢獻巨
大。近年來，婦女在健康、教育、社
會保障等方面水平明顯提高，在政

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各領域的
權益得到有效保障，半邊天作用不斷
凸顯。

權益保護成績斐然
全國婦聯主席沈躍躍在講話中說，

2015年，中國適齡女童入學率達到了
99.88%，普通高中、普通高校本專科
和碩士研究生中，女生的比例均接近
或超過50%，婦女受教育權益受到充
分保障。2015年，女性人均預期壽命
達到79.4歲。2015年，中國就業人員

中的婦女比重佔42.9%，互聯網領域
創業者中女性佔55%左右，越來越多
的女性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有
生力量。農村婦女佔農業勞動力的
70%，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城
鄉婦女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影響也日
益增強，譬如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女代
表佔比23.4%，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村（居）委會成員中女性比例亦不斷
增加，婦女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發揮着
重要的作用。
沈躍躍還表示，由於歷史文化的影

響和現實的多種原因，婦女在發展和
權益保障方面仍面臨許多困難和問
題。今後，要着力解決好婦女在婚姻
家庭、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土地權
益、人身權利等方面的突出問題；要
加強社會協同，發揮國家機關、社會
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城鄉基層群眾
性自治組織
等各方面作
用，依法保
障 婦 女 權
益。

婦保法頒佈25年 用法保障「她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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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曉楠、陳曼菲

■哈爾濱第19次海葬主
辦方特別設計可以通過
「水滴直播」平台全程觀
看海葬過程。 視頻截圖

■鮮花相伴、海風送
拂，眾人將親人的骨灰
撒向大海。

記者于海江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