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节，
小区横幅“祝节日快乐”

责编 官远星 美编 黄敏 校对 张德顺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 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

清明节祝节日快乐合适吗？

4月3日，家住乐山城区水晶城小
区的业主朱先生刚扫墓回来，无意中
发现小区大门外有一道大红色的标
语“宏洲物业恭祝全体业主节日快
乐！”“清明节要扫墓、祭奠先人，怎能
说快乐呢？”朱先生满腹疑惑，清明节
挂这样的标语合适吗？

当天，网友“七里香的山坡”也在
新浪微博上晒出了水晶城小区门口
这条标语的照片，并表示，“（小区的）
每个门都挂一个，这个物业太牛哄哄
了，求此小区业主的心理阴影面积。”
该网友配发的照片显示，小区的前后
大门上方各悬挂了一幅内容相同的
标语。

“我也不知道好久挂的这标语，
好像有段时间了。”该小区业主宋先
生认为，以前还没太在意，但这几天
正逢清明假期，在这特殊的日子里，
看到这样的祝福标语，确实感到有点
怪怪的，不符合这节日的气氛，“我也
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可是心里觉得怪
怪的”。

“现在的人是不是太无聊了，啥
子节日都要祝快乐，连清明节都不放
过。”该小区业主吴女士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她在今年清明期间还收到了
两条“清明节快乐”的信息，一看就是
群发的，最让吴女士觉得不爽的还是
信息的内容：“哪有祝人家清明节快
乐的，我觉得很晦气，像是一种‘诅
咒’，看着就生气，哪里还快乐得起来
……已经直接把对方拉黑了。”

成都创业
小微企业和个体户
八成选服务业

记者日前获悉，国家统计局成
都调查队对2015年新设立的小微
企业和个体户跟踪调查显示，由于
受资金、技术和土地等限制，成都
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多集中于劳动
密集型或服务型行业，服务业成小
微企业和个体户创业首选。在资产
规模、营业收入以及吸纳就业方
面，建筑业成为小微企业和个体户
行业领头羊。

在本次跟踪调查的1276户新设
立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中，找到小微
工业企业和个体户587家，占比
46.0%，正常营业的单位共计263家，
占比20.6%。

分行业看，农林牧渔业12家，制
造业13家，建筑业16家，批发零售业
110家，物流业8家，住宿餐饮业10
家，其他服务业84家，其他行业10
家。其中批发零售业占比最高，为
41.8%。整个服务业成为小微企业和
个体户创业发展的首要选择，占比
约为80.6%。

2015年新设立小微企业及个体
户户均资产139.2万元，同比增长
13.5%。小微企业及个体户是吸纳劳
动就业的主力军，由于单位规模扩
大，用工有所增加，调查显示，263家
户均从业人员期末人数9.9人，同比
增长48.1%。

从吸纳就业来看，建筑业户均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最高，为50.3人；
其次是住宿餐饮业，为12.6人；再次
是其他行业，为10.2人。

成都商报记者 张兴钊

青白江清泉镇始建于清乾隆年
间，有“东山五场”之首的美誉。

最近，镇上一户人家搞装修，惹
得整条街的人议论纷纷。甚至就连搞
装修的人家也知道，“他们在背后说
我……”原来，搞装修的房子本是清
晚期的关帝庙，里面至今还能看到石
刻字画，木楼浮雕。不过，据辖区文物
管理部门介绍，由于该房屋不在文物
保护范围内，所以文物部门并不能加
以干涉。

危房改造 关帝庙面目全非

在青白江区清泉镇，揭先生的房
子算是大有来头。“以前是关老爷看
戏的地方。”70多岁的秦大爷回忆，房
子以前叫关帝庙，旁边就是魁星楼，
最开始木楼共有三层，一旁就是戏
楼。秦大爷回忆说，街上的老人都证
实了这一说法。

近日，记者走过一处名叫关云巷
的小街，来到了清泉镇和平下街91

号，房子已经打围，砸墙的声音从里
面传出来，记者走进发现，临街一侧
为水泥砖墙结构，而往里走就可以看
到木质结构的房屋，两名工人抡着铁
锤朝灰色砖墙砸去。

“危房改造，下雨天都要漏水了。”
房屋的主人揭先生自己也说，当初自
己买下的是关帝庙。“十多年前买的，
花了几万元，有三百多平米。”揭先生
说，房子是清朝时修的，以前被拆过。

民居刻画当年印记

屋内，人字形的木架房梁首先映
入眼帘，进屋处的两处石墩，印证了以
前山门的位置，在屋子墙上，砖墙的白
色涂料中，揭先生留出了“忠义”、“势
凌云顶”几个字，他说这几个字“写得
好”！在屋檐处，一大块祥云的浮雕做
工精细，就连木窗上也刻有雕花。

厕所旁边的石柱，一排石刻对联
还没被墙灰完全遮挡，可以看到

“……踪迹昭然惟廖市。”据镇上居民

介绍，这就是描述云顶山下清泉镇的
句子，因为清泉镇曾经又叫廖家场。
在灰墙砖的外面，石头上刻画着当年
场镇图案，一旁的石柱上，还残留了
一半麒麟和童子的雕塑。

邻里说他“要不得”

住在街上的一位大娘表示，这种
行为简直“要不得”！“但是是他买的，
我们也没办法。”据她介绍，该处房屋
最开始是供销社在使用，后来供销社
亏损，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银行后
来卖给了揭先生。

镇上一位张大爷则唏嘘感慨，曾
经镇上有5宫殿、4庙宇、8会馆，因此
才称得上“东山五场”之首。他表示，
镇上很多居民都是外迁进入，自己的
祖上就在广东一带，他甚至自己写了
一首“辞府东进于鹤鸣、雷祖火神镇
龙庭”的清泉之春来形容记忆中的清
泉镇。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青白江文

管所负责人，据介绍，关帝庙确实是
清朝晚期的建筑，不过，面积比较
小，东西也比较少，在2008年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时并没有列入文物保
护名录。

“该房屋一开始被私人购买后
就进行了改造，房屋外侧的围墙甚
至都变成了现代化的建筑。”据该负
责人介绍，保持房屋原本的风格固
然好，但房屋主人出于自己需求拆
除原来的部分，文物管理部门也管
不了。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摄影 张士博

恶意排污
3家企业
4人被拘留

日前，成都商报记者获悉，什
邡市3家非法生产性企业的4名相
关责任人因涉嫌恶意排污，已被
当地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据
了解，这是什邡市首例因环境违
法行为，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的案
件，开创了环保、公安部门联合打
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先河。

取证
将生产废水排到渗坑

3月29日，什邡市环保局执法
人员在例行巡查中发现，当地灵
江村叶某私人木炭厂、黄某个体
塑料收购作坊、徐某塑料颗粒生
产作坊共3家非法生产性企业涉
嫌恶意排污。环保部门展开现场
摸排，分析这3家企业可能涉嫌利
用渗坑排放污染物，依据新《环境
保护法》除对企业依法予以行政
处罚外，还应对相关责任人予以
行政拘留。对此，为保障执法环
境，当地公安提前介入，通过与环
保部门联合行动，成立专案组展
开了专项执法行动。

专项执法行动正式展开后，专
案组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采样
监测等手段，查实上述3家非法生产
性作坊在无任何环保治理设施的情
况下将生产废水排放到渗坑，其恶
意排污行为在什邡市尚属首例。仅
30日当天专案小组就完成两起案件
办理，并将相关责任人予以行政拘
留，4月1日完成叶某私人木炭厂调
查处理，对相关责任人移交公安机
关行政拘留。

据了解，渗井、渗坑是指无防
渗漏措施或起不到防渗作用的、封
闭或半封闭的坑、池、塘、井和沟、
渠等。上述3家非法生产作坊没有
任何环保设施，在生产过程中将生
产废水直接排入没有采取任何防
渗漏措施的土坑中，其行为严重污
染所在地环境。

处理
责令关闭非法生产性作坊

什邡市环保局副局长邢凯介
绍，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上
述3家作坊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4
人实施行政拘留，什邡市政府已
依法责令非法生产性作坊实施关
闭。另据介绍，此次查处的3起案
件，也是德阳市首例因环境违法
行为，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的案件，
开创了环保、公安部门联合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案例的先河。

“此前，我一直抱着侥幸心理，
以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不会被发现，
后果不会有这么严重，现在想来自
己是多么的愚蠢。”对于因“污染环
境”而被行拘的徐某来说，他现在感
到非常后悔，“通过这次教训，污染
环境的事儿，再也不干了。”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教室内实战
火灾逃生

成都商报讯（实习生 尹沁
彤 记者 王冕）日前，成师附小
慧源校区发生了“危险”：随着

“烟雾报警器”铃声的响起，股
股“浓烟”开始弥漫，学生们有
的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19”报
警，有的“拿起”灭火器扑灭

“熊熊燃烧”的煎锅，大部分学
生开始有序地通过“烟道”，撤
出“火场”。

成师附小慧源校区学生
在刚建成的安全体验室里体验
了一盘安全逃生课。

这间特别的教室，是锦江
区首个“生命健康安全体验教
室”。记者看到，教室里有许多
新鲜的“教具”：地震平台、火灾
报警台、消防车、心肺复苏模拟
小人……

在烟雾逃生体验通道，两
侧画有火苗，并伴有红光照
射，场景十分逼真。通道的天
花板用玻璃制作，体验启动
时，玻璃上方会布满浓厚的
烟雾，学生需要弯腰低头快
速通过通道。

一旁的模拟电话亭可供学
生拨打“119”。电话接通后，电
话屏幕上就会显示文字：“我这
里是慧源南路316号。”“火势很
大。”……老师向记者说明，这
些文字可以提醒小朋友报火警
时需要提供哪些有效信息。

模拟地震平台可以让学生
通过调试机器上的按钮，感受
地震的不同强度。同时，前方的
屏幕还可以看到楼房坍塌的画
面，视觉和身体感知的结合能
让整个体验更加逼真。

目前，学校已初步构建起
了烟道逃生、火灾自救、心肺复
苏等16个体验课程，并正在自
主开发编写安全教学校本教
材。通过这种体验式教学模式，
学校希望提高学生处理突发事
件的能力，培养其自救互救的
意识和技能。

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
假办法〉的决定》，并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国
传统年节被正式确立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对此，有专家认为，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年节有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背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将这些传统节
日增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利于弘扬和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的丰富内
涵，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增强全世界华人的凝聚力；有利于人民群众开展各种与
节日主题内容相符的活动，如清明节扫墓、祭祀祖先，端午节的赛龙舟、尝粽子，中秋节人相
聚、赏明月、品月饼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
约研究员、文史专家魏奕
雄介绍说，从民间习俗来
讲，清明节又称寒食节、
禁烟节。古代在清明节前
一两天为寒食节，要禁燃
烟火，只吃冷食，不过，因

寒食和清明离得较近，后
来便合二为一了，清明节
成 为 了 节 气 和 节 日 的 结
合。

清明节到底能不能祝
福节日快乐？“之所以引起
争论，是因为人们对清明节

的内涵了解不够深。”魏奕
雄认为，在古代，扫墓只是
清明众多传统习俗中的一
个，除了有祭奠逝者的悲
伤，更有万众郊游、踏青、戴
柳等种种欢乐，所以清明节

“祝节日快乐”并无不妥。

正值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期间，乐山城区水晶城小区门口的一道横幅，在被拍
下发在网上后却惹来了争议。因为横幅的内容是，“恭祝全体业主节日快乐！”

有业主对此表示反感，清明节是外出扫墓、祭祀亲人的日子，怎么快乐得起来？
还有业主表示，假如有人对自己说“祝你清明节快乐”，虽然说不出哪里不对，但听起
来心里总觉得别扭。

那么，清明节到底能不能祝福节日快乐？这也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四川社会科学院教授、
社会学家胡光伟认为，清明
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
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
和扫墓的日子。古人过清
明 最 重 要 的 习 俗 虽 是 祭
祀，但还会踏青、放风筝、

吃寒食、插柳、荡秋千、蹴
鞠、马球、射柳等。

“清明时祝快乐虽并无
不妥，但也要因人而异。”胡
光伟表示，既然在不少人眼
里，总是会把清明与祭祀、
死亡、鬼神等字眼相联系，

那么在做类似表达的时候
应该谨慎，特别是应该尊重
他人的认知和习惯，避免引
起尴尬和反感，“除非你知
道对方能坦然接受并不会
生气，否则最好别发这样的
祝福信息”。

应尊重大众认知
避免引尴尬反感

清代关帝庙变民宅被拆 街坊喊可惜
青白江文管部门：该房屋不在文保范围内，并不能加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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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挂的 还没来得及取下

3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联系
上水晶城小区的物管相关负责人，
对方称，这条横幅是春节前挂的，
主要是营造节日的喜庆氛围，还没
来得及取下来。不过，这条横幅也
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个节日的，一年
中还有很多节日，如元宵节、三八
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中秋节、国庆
节等，可以通用“祝节日快乐”。

对于部分业主提出的“清明节
祝节日快乐是否合适”的质疑，该负
责人未作过多解释，只是表示，如果
确实有业主感觉心理不适，他们将
立即把横幅取下来。3日下午，业主
宋先生反馈说，在接到部分业主反
映后，物管已经把标语取下了。

原来并非物管刻意在清明挂
上祝福标语，看来只是误会一场。
不过，这却引发了一个众多居民
和网友热议的话题：有人坚持认
为，清明就是祭祀逝者的严肃节
日，没法快乐起来，而且祝别人清
明节快乐，很容易引发对方觉得
别扭，这种表达不太恰当；但有人
表示，清明意在纪念而不是非要很
沉重地过节，并且，清明恰逢春天，
应尽情享受春光，并认为，清明节
目前还是国家法定假日，说一句节
日快乐也无妨；另有人持无所谓的
中立态度，“说的人可能是好心，听
的人会不会太过于敏感了，或者过
度解读了？”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图片来自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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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觉得哪里不对呢

这
清明不只是扫墓
祝快乐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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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正在现场施工

房屋里的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