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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记者王炳
坤、白涌泉、黄庆刚）又到一年清明时。随着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殡葬改革、深化移风
易俗，骨灰撒海、网上祭祀等新型殡葬方式
为越来越多人所熟悉。但记者调查发现，不
少人在抱怨天价墓地难以承受的同时，与

“入土为安”传统观念接近的树葬、花葬、草
坪葬等节地生态葬，墓地价格低廉却依然
难获人们的认同，这究竟是何原因呢？

  传统墓价超过房价，生态墓

区来者寥寥

　　“太贵了！太贵了！”站在辽宁省沈阳市
皇姑区一处墓地售卖点前，54 岁的沈阳市
民袁女士面露难色，一旁的爱人不断地对
她说：“实在不行别在沈阳买，去周边的铁
岭看看吧。”
　　与袁女士一样，广西南宁市民梁先生
近来寻访多个公墓销售点，了解的价格也
让他难以接受。“现在南宁房价大约 1.4 万
/平方米，墓地都超过 4 万/平方米了。”
　　不修墓穴，不建石碑，将逝者骨灰葬于绿
树红花之下。相比传统墓穴，以树葬、草坪葬等
为代表的生态葬法不仅节地环保，且售价低
廉，但在许多地方生态葬墓区卖得并不太好。
　　清明节前，记者在辽宁、广西、上海等
地一些公墓看到，许多墓园里都多了一片
生态葬区。但是与传统白色公墓区域祭祀
者、前来参观选购者络绎不绝相比，生态墓
区显得颇为冷清。
　　在鞍山市弘莲墓园树葬区域，成片的
油松、云杉、银杏等在微风下摇曳，树木间
飘荡的轻音乐让园区毫无压抑感。“埋葬一
个人，种下一棵树。”弘莲墓园负责人葛继
红说，从事树葬 20 多年来，弘莲墓园已栽
种树木 7 万多棵，绿化荒山 300 余亩，“一
路艰难前行，至今墓园已埋葬骨灰 6000
多份。”
　　而一些近几年才推广生态葬法的墓园
则没有这么幸运。在甘肃兰州城郊一座公
墓，尽管每份树葬的价格只有 4000 至
8000 元，比一旁的传统墓穴低了三分之
二还多，但推出两年来只卖出了不到 100
份，还不到树葬区域的 5%。公墓负责人洪
先生无奈地说：“没办法，现在老百姓还不
认这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副
处长伍用文介绍，当前广西已有 12 个县
市开展节地生态安葬，2020 年以骨灰撒
海、花坛葬等方式，安葬骨灰 2457 份，比
2019 年增长了 15% 。但显然这样的数字
与传统葬法相比，还是相当不成比例。

传统葬法仍占主导

　　“当前，我国生态葬发展在区域间的差别很大。”长沙民政职
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卢军说，东部沿海地区受土地资源紧张、传统
墓穴售价太高，而政府对生态葬法补贴力度较大、百姓思想观念
较先进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生态葬推行程度尚可。但在中西部
地区，推行效果仍不是很理想。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许多地方都要求每个墓园必须配备生
态葬区，一些公墓从行业发展趋势考虑，也由传统墓穴向节地生
态葬法转型。以辽宁鞍山市为例，目前生态葬面积占墓园总面积
10% 左右，“十四五”规划末期，这一比例将达 30% 以上；在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生态葬面积已占到公墓面积的 20% 以上。
　　“与国家、企业推行生态葬的强烈意愿相比，市场需求却有
些跟不上。当前，传统葬法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仍难撼动，”卢
军说。
　　“人们很重视入土为安，现在接受生态葬的人相对较少，普
通家庭仍偏向传统墓葬。”广西登朝岭生态墓园卢经理认为，部
分人仍存有“厚葬”观念，认为通过传统墓碑祭祀，才能寄托哀
思，体现孝道。南宁市民覃先生就说，他还是倾向传统墓葬，这不
仅是一种仪式，也是精神寄托。“当我想祭拜的时候，总得能找到
一个祭拜的地方吧。”
　　此外，一些殡葬商家赚取暴利的经营模式，也在固化人们的
传统殡葬观。“比如有的公墓雇请花圈店、风水先生等帮助推销，
这些人为了提取高额回扣，自然会推荐高价墓地。而丧户既然多
花了钱，也偏向于见到更多实物。”一位生态树葬从业者说。
　　葛继红介绍，直至今日，殡葬行业暗箱操作，殡仪师鱼龙混
杂，有的甚至宣扬封建迷信的现象还未消除，这仍在助推百姓盲
目消费，进而使得传统殡葬大操大办的风气迟迟难以消除。

行业改革与移风易俗并重

　　业内人士认为，殡葬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是一个长期过
程，需行业改革与移风易俗并重。
　　针对一些地方在豪华殡葬上的攀比倾向，葛继红认为，相关
部门可出台更多刚性规范约束。比如可规定新建公墓不允许建
设永久性建筑，不允许建造钢筋、混凝土的人造景观，必须配备
一定比例的节地、生态葬区等。“此外，国家在审批新公墓时，指
标更多向环保型、绿色型墓园倾斜，尽量减少新建白色公墓给生
态环境带来的破坏。”
　　同时，管好殡仪师这一关键群体也很重要。辽宁省殡葬协会
相关负责人认为，作为直接跟丧户接触的一线从业者，殡仪师对
百姓观念的影响不容小视。“目前，多数地方的殡仪师群体普遍存
在人员流动性大、无正规培训、素质不高等问题，他们在服务中的
种种乱象，直接影响着国家倡导的阳光、绿色殡葬。”这位负责人
说，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可以从完善落实法规和制定行业标准入
手，建立从业人员档案库，提高准入门槛，督促殡仪师等殡葬服务
人员加强自律。
　　此外，加强市场端创新和优质产品供给同样重要。卢军认
为，殡葬简办并不等于简陋，一方面，生态墓地可以建设成为丰
富民族文化内涵的艺术载体，以庄严肃穆而不失典雅温馨的环
境，让逝者家属感受到生命回归自然。另一方面，公墓要加大符
合人们文化品位和精神需求产品的供给，节地生态葬法尤其要
在庄严感和仪式感上有更高标准，体现对逝者的尊重。“如果该
实行的政策和服务都到位，那么生态葬肯定会叫好又叫座。”

　　村民老刘劈开杂草灌木，爬上村口的
山坡，来到一个宽约 4 米的小土包前———
这是个土墓，隐蔽在乱蓬蓬的草丛中，周围
东一处、西一处插着香。
　　“这里埋着 100 多位红军和苏区干部
群众，长征前牺牲的。”老刘向土墓拜了三
拜，“现在连一块墓碑都没有，我们心里感
到很不安。”
　　清明前夕，“新华视点”记者在一些革
命老区县调查发现，国家级、省级烈士纪念
设施普遍管护得较好，但不少县级以下烈
士纪念设施日常管理不到位。有的杂草丛
生、垃圾遍地，有的长期破损无人修复，还
有的烈士墓前甚至种了菜。

  不少红军墓、纪念碑老旧破

损 周围杂草丛生

　　青山处处埋忠骨。从 1929 年中国工
农红军首次入闽，至 1934 年长征，在福建
牺牲的红军战士多达数万人。官方与民间
建设的烈士纪念设施数千座，分散在多地。
如今，不少红军墓、纪念碑已是杂草丛生、
老旧破损。
　　记者看到，即便是少数被列为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墓，也出现了大量裂缝、破
损，有的甚至塌陷了。当地乡镇干部表示知
晓此事，但也无可奈何：“有的墓 40 年就
维修了两次，的确太少了。”
　　据了解，福建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
比较多，仅龙岩市就有零散烈士墓 1 万多
座，较为分散，管理难度大。
　　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纪念设施
要保持庄严、肃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但
记者发现，不少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连
最基本的日常保洁也难有保证。
　　记者在当地一个长眠着 300 多位烈
士的公墓里看到，杂草最高已没过大腿，墓
碑之间散落着许多易拉罐、香烛、燃放后的
鞭炮等垃圾。
　　“去年 12 月已经清理过一次了，没整
理之前杂草有一人多高。”这个公墓的负责
人说。
　　随着城市发展，一些原本位于郊区的革
命烈士墓渐渐被民房包围。记者看到，一座烈
士墓前种了一排芥菜。烈士后人叹气：“前两
年还有人在坟头上搭鸡舍，养鸡。”

　　一处被列为县级文保单位的纪念碑
甚至出现低级错误：150 多个字的碑文刻
错了三个字，将“连长和战士”写成了“连长
河战士”，“浴血奋战”写成了“雨雪奋战”。
　　一位党史专家告诉记者，土地革命时
期除了有战斗英雄，还有大量牺牲的苏区
干部、负责通信的革命群众、抗日英烈等，
他们的纪念设施建设与管护更难到位。

基层管护缺资金、缺管理

　　 2018 年底，福建烈士纪念设施统
一划归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管理，管理经
费有所增加，一些曾被破坏、污损的设施
已得到了新一轮维修。不过，相对于点多
面广的基层纪念设施，这些经费只是杯
水车薪，且缺乏长期机制保障。
　　“如果烈士纪念设施没有被列为县
级以上文保单位，只能申请‘抢救型’资
金，日常管护资金几乎没有，眼睁睁看着
日益破败。”多名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

担忧地说。
　　“数量多、任务重，仅靠县级力量难以
实现应保尽保。”一位县文旅局副局长坦
言，该县包括烈士纪念设施在内的红色遗
址中，有不少已岌岌可危，但目前只修复了
不足十分之一，“只能是有一点钱做一点”。
　　如果新建或扩建集中安葬区就需要
找场所、找资金，于是，一些地方试图将散
葬烈士墓迁至烈士陵园集中安葬和管理，
但遭到烈士后人或村民反对。并且，现有
的烈士陵园也不足以接纳更多散葬烈士。
　　记者调查发现，烈士纪念设施较多
的地区，多是经济并不发达的山区，“只
投入、不产出”的纪念设施令基层政府负
担沉重，同时，当前的法律也对其维护责
任缺乏刚性约束。

英烈忠魂不容遗忘

　　管护烈士纪念设施对于留存红色记
忆，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意义重大。记者

走访发现，有的干部不了解当地牺牲红军
的事迹，有的村民不知道村里就有烈士墓，
有的纪念馆长期关门……
　　 85 岁的三明市明溪县枫溪乡华山村
老村支书余耀兴说：“英烈忠魂不容遗忘。”
多位基层干部呼吁，应进一步加强制度保
障，加大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力度。
　　对于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的管护难
题，基层干部群众建议：政府进行普遍筛
查，针对破坏严重的设施紧急修缮，同时制
定长远维护计划，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党史专家建议，落实责任主体，明确日
常管护单位或人员的法律义务。同时协调管
护人力资源，如聘请村干部或村保洁员为日
常管理员。也可依托附近中小学负责管理，
既维护设施，又能发挥红色教育作用。
　　此外，专家建议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
融入地方发展规划。记者调查发现，县级以
下烈士纪念设施的历史背景挖掘较少，应
加强整理和研究，不断丰富深化地方革命
史。      新华社北京 4月 1日电

墓前种蔬菜养鸡，碑文刻错字
部分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堪忧

　　新华社沈阳 4 月 1 日电（记者于力、
高爽）医院里暴力殴斗“抢”尸、抬价百倍强
卖天价骨灰盒、以非法“行规”及打砸控制
殡葬业工作者和经营者……新华社记者调
查发现，田久林一伙“葬霸”为祸辽宁营口
十多年之久，闹得死者难安息、生者不
安宁。

抢尸、打砸、强卖、逃税

营口“葬霸”真豪横

　　组织团伙，暴力抢尸。2009 年 10 月
田久林成立营口市诚信殡葬服务有限公
司，任实际控制人。记者了解到，为迅速霸
占当地殡葬市场，田久林网罗组织“两劳”
释放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到医院暴力“抢
尸”揽活儿，屡屡得手。
　　尝到甜头的田久林为拉拢组织成员，
常在春节、中秋等节日为效忠者大发“福
利”，有为其卖命者违法犯罪后，田久林会
出钱助其“跑路”“平事”。
　　为非作歹、欺行霸市。对当地殡葬业从
业人员，田久林一伙采取强迫纳入自己旗
下方式加以控制；对不服软的同行业者，田
久林团伙则通过恐吓、打砸等方式实施打
击，最终实现一家独大、垄断市场。
　　强卖高价殡葬用品。记者发现，营口市
诚信殡葬服务有限公司骨灰盒销售业务在
2011 年至 2018 年期间平均加价 8.5 倍。
其于 2017 年售卖的一款名为“风水宝地”
的骨灰盒销售成本为 700 元，销售收入为
74800 元，加价超 105 倍。
　　疯狂逃税，牟取暴利。经审计，2008
年至 2018 年，田久林在营口市殡仪馆提
供的殡葬服务业务税后利润额超 1 亿余
元人民币。除非法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由其

实际控制的营口市诚信殡葬服务有限公
司、营口市老边区殡葬服务中心、营口市公
共汽车总公司汇成驾驶培训中心、营口市
老边区柳树镇公益性公墓 4 家单位常年
制作内外两套账，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虚假
纳税申报，逃避应缴纳税款 8500 余万元
人民币。

  “葬霸”三大套路：“抢”死人、

讹活人、骗外人

　　抢死人。“田久林经常对我们说，不行
就打他们（竞争对手）。我们开的面包车里
常备有棍棒等打架工具。”该团伙一位成员
承认，田久林会派人到营口各医院蹲守，发
现有人病逝就去“抢尸”。一次与竞争对手
发生摩擦后，田久林团伙以暴力手段殴打
对方。
　　讹活人。一是讹同行，不服软就“出
局”。2016 年 5 月，田久林团伙对营口市
内一家殡葬网络服务大厅进行多次打砸，
致使其开业不满月就被迫出兑；该团伙还
派人在殡仪馆门前盯守，发现同行就威胁、
打砸。
　　二是讹从业人员受其控制。业内人士
告诉记者，多数丧户不知道要准备哪些殡
葬用品、进行哪些活动，所以殡葬礼仪人员
对他们的影响力极大。“为巩固对当地殡葬
行业控制，田久林团伙以会费、管理费等名
义收取营口市城乡殡葬礼仪人员费用，加
强对这一群体控制。如有人反抗，就会被剥
夺‘会员’或殡葬礼仪人员资格、禁止从事
殡葬行业、取消提成等。”营口民政事务服
务中心殡葬管理办公室相关工作负责人告
诉记者。
　　三是讹丧户购买天价丧葬用品。记者
从公安机关了解到，由于田久林团伙多年
来非法排挤、打砸营口当地不服从其管理
的殡葬用品商户，以致公安机关取证期间
发现营口市市区及周边部分农村地区已无

人敢销售骨灰盒。
　　为疯狂牟取非法利益，当地丧户、
殡葬礼仪人员被要求不能自备骨灰盒，
有的地区甚至不允许自备棺材，都得高
价从田久林团伙处购买。一位在 2014
年左右入行的执殡称：“入行的时候师
傅就告诉我，不能自带骨灰盒，就这个
规矩。”
　　骗外人。据当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为给自己刷上一层“保护色”，田久
林调动资源向社会极力宣扬自己是“无
偿帮低收入外来打工者料理后事”“为白
血病患者捐款”的“爱心企业家”，并以此
等手段骗得“营口市最具社会责任感企
业家”“辽宁省第四届建设者奖章”等
荣誉。

  殡葬服务业市场化、法治

化、专业化水平亟待提升

　　 2020 年底，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判决被告人田久林犯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
罪、逃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二十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罪团伙
其他成员也受到相应刑罚处罚。
　　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营
口此类案件并非个案。近年来，公职人员
在殡葬改革中敲诈勒索群众、涉黑组织
成员冒充医院工作人员挟尸要价连环收
费等涉殡葬业违法犯罪时有发生。
　　营口市民政局相关工作负责人表
示，引入市场机制的初衷在于平抑殡葬
用品价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但却最终
被“葬霸”垄断市场，这与相关领域监管
力量不足有关。
　　民政部社会事务工作专家委员会委
员、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院长吴理
财表示，当前一些地方殡葬业发展不规
范，畸高的暴利诱使部分企业经营者与

当地殡葬管理部门、医院、殡仪馆等公益
机构形成非法利益关联。一些“葬霸”团
伙在“保护伞”下得以横行多年。殡葬服
务领域的整体法治化水平亟待提升。
　　民政部社会事务工作专家委员会委
员、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生命文化学
院院长何振锋指出，当前殡葬领域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均有待完善，殡葬管理、服
务、价格、丧葬用品生产销售等方面缺乏
顶层设计，不符合行业发展需要。
　　“由于缺乏准入制度，殡葬从业门槛
低，从业人员队伍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且
总体较低。”何振锋认为，应高度重视殡
葬教育工作，加大殡葬行业专业人才培
养力度，为殡葬行业培养具有生命文化
理念的高素质人才。
　　 2020 年 8 月，营口市民政部门组
织全市殡葬礼仪人员集中培训、考试，考
试合格的发放《能力水平评价》证，获得
从业资格。
　　吴理财建议，殡葬服务涉及诸多部
门，必须加强部门协同和综合执法能力，
民政、工商、公安、卫生、土地等多部门应
探索有效合作机制，才能形成强有力的
监管体系。
　　何振锋建议，应依法完善殡葬服务
事项管理制度和服务标准，完善市场准
入条件，确立全链条监管，引导各类主体
规范提供服务。创新殡葬服务与“互联网
+”融合发展的新途径、新模式、新业态，
为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透明的殡葬
服务。同时提升信息化水平，建立殡葬服
务机构执业情况定期通报制度，建立失
信黑名单制度，强化对殡葬服务机构的
信用监管。
　　多名专家还建议，应加大惠民殡葬
宣传力度，倡导“厚养礼葬”，加强对陋习
的刚性约束，强化殡葬服务保障，让殡葬
领 域 移 风 易 俗 真 正 成 为 群 众 的 自 觉
行动。

“抢”死人讹活人，营口“葬霸”太坑人
一起涉黑组织垄断殡葬业案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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