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下

本报记者刘方强、屈彦

不参加亲友的婚喜寿宴、不主动告知别人
自己的职业、不递名片不握手……很多入殓师
都有特殊的“职业习惯”。

由于神秘和不可验证性，死亡常意味着阴
森和不祥，大家重生避死，对一直与死亡打交道
的入殓师更是有所顾忌。

不久前，“安徽一高校开设殡葬专业”的新闻，
又一次把公众的视线聚焦到这一特殊群体。

他们沉着冷静，心怀柔情，用双手让冰冷
的遗体重现生机，恢复生前容貌，体面离开。
然而，他们的工作却常常被人误解，“月入过
万”“给死人化妆”“入学就被预定”等关键词也
成为这一群体的标签。

人才奇缺，入学两月即被“预定”

“选了这个职业，过年亲戚

可能都不让你进家门”

每周二上午10点，解儒都会到学校体育馆三
楼的形体教室，与其他37名同学进行一个半小时
的形体课练习。

“起、放、压……”跟着老师的口号，她熟练地
把腿抬到单杠上，开始压腿。

今年 9 月，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在全省首
次开设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成为我国第五
所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首次招生 38 人。解儒正

是其中之一。
“保持住，身体不要动。”老师在一旁不断提

醒。每周两次的形体课，主要是训练学生们的
站姿、坐姿，以便在面对逝者家属时给人以端
庄、肃穆的印象，形体课老师朱玲介绍说。

“除了形体课，学生的课程还包括《古代祭
文赏析》《挽联书法》《生命文化》等基础文化课。
到了大二，还有火化技术、遗体整容等实操课，
然后就是去殡仪馆和陵园顶岗实习。”安徽城市
管理职业学院健康养老学院副院长张玲说。

“今年是第一次招生，我们还担心招不到学
生，最后成功招生38人，22名男生、16名女生，超过
了我们30人的预期。”张玲说。由于人才奇缺，这
些学生入学两个月后就已被用人单位“预定”。

19岁的解儒希望毕业后成为一名入殓师。
然而，当她报考这个专业的时候，父母觉得她
是在开玩笑。

“我妈听了老师的介绍之后，选择了中立
的态度，但是我爸依然不改。我爸觉得晦气，
甚至对我说，选了这个职业过年亲戚可能都
不让你进家门。”

比起解儒，王晨的入学之路就轻松许多。
在老家淮南，王晨的父亲与别人一起经营着一
家殡仪公司，提供遗体接送、葬礼策划、火化安
排等一条龙服务。他选择这一专业正是受到父
亲工作的影响，觉得以后好就业。

你所不了解的入殓师日常

王旭曾处理过一位因车祸身

亡的逝者，从早上八点一直忙到

晚上七点

在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西南方向约
1 5公里处，坐落着合肥市殡仪馆。这座始建
于 1 9 5 8年的殡仪馆，近几年注入了不少像王
旭这样的新鲜血液。

下午两点，整容组组长王旭准时来到班组。
他穿上蓝色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橡皮手套，走进整
容室。

打开铁门，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为了保持
低温的环境，三台空调温度都已调到最低16摄
氏度。在这里，他将和三位同事一起为22位逝
者整理仪容。

次日一早，逝者家属会来殡仪馆参加追悼
会，王旭的工作就是让逝者能够以最美的容颜
出现在家属面前，做最后的道别。

确认好逝者信息、整理好逝者衣物之后，王
旭开始对逝者面部进行清洗。他首先用酒精、
双氧水对面部进行杀菌、清洗，然后用医用脱脂

棉将面部液体擦拭干净。随后，他用镊子夹
着棉花对鼻孔、嘴部进行污物的清理，再用新
的棉花将鼻孔堵住，将嘴部填充饱满。

“这样，逝者脸部会显得比较饱满，也是防
止体内液体流出。”王旭说。

这是一位89岁的老人，因病去世。王旭
先为其剃须，将头发梳理整齐，剪去多余鬓
毛，最后用彩笔进行面部化妆。整个过程大
约持续了20分钟，完成之后，王旭左右打量
着，确认没有问题后才放下手里的工具。此
时，老人就像睡着了一样，面容安详。

据介绍，常规的整容大约要20分钟。如果
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车祸、身体腐败严重
等，处理起来可能要几个小时甚至更久。王旭
曾处理过一位因车祸身亡的逝者，那天他从早
上八点一直忙到晚上七点。

“如遇到逝者嘴部张开，眼睛睁开的，需
要用手去按摩，最后将其合上。遇到逝者嘴
里吐水的，比如生前吃的食物、中药等有时会
上溢出来，我们就需要用棉花去吸干净，然后
再用新的棉花堵住。”王旭说。

为了保持室内空气清新，两台空气净化器
也是开足马力全力运行。

在王旭身旁，同事王珉珉正在为一位7岁
的小女孩整理仪容。女孩死于车祸，脸部淤
青，下巴撕裂。为了能够恢复原貌，王珉珉先
用针线把下巴缝合好，然后在伤口涂上塑形
泥，最后用油彩化妆。

化妆完毕，有的家属要求看逝者一眼。
“有时遇到不满意的，甚至会要求我们修改
四五遍。”王珉珉说。

摆渡生死，他们更加珍惜当下

有人私下议论说，小姑娘长

得挺好的，干什么不好，非要干

这一行

入职三年多来，25岁的王旭已见证几万名
逝者的遗容。从几岁的孩童到百岁的老人，他
们有的寿终正寝，有的却英年早逝，他从他们
身上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

“殡仪馆对我来说，就像一面社会万象
镜。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在这里都会不经意
间显露出本性的一面。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家属，有的言辞激烈，有的通情达理，有
的情绪激动，有的宽厚平和。”

在王旭的记忆中，有这样一场告别会令人印
象深刻：一对恩爱的新人，就在婚礼举行的前一
天，男方遭遇车祸离世。悲痛欲绝的妻子毅然决

定穿上婚纱参加丈夫的葬礼，她对着丈夫的遗容
说，“尽管阴阳两隔，可我依旧是你最美的新娘。”

“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王
旭感慨。在外人看来，从事殡葬行业一定不好
找对象，可王旭并不担心这些。从长沙民政职
业技术学院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毕业后，
王旭一直在合肥市殡仪馆从事火化组、遗体整
容工作。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同在合肥市
殡仪馆工作的另一半—— 95 后女孩许笑晨。
他们两人用双手送走了一位位逝者，一起见证
了生死离别，感情也一天天得到升华。

“学会珍惜，是这份工作赠予我的最大财
富！”王旭说。

有一次，一位丈夫提出，他想亲自为他30
多岁因癌症去世的妻子整理遗容，这让王旭有
些为难，因为这是不符合工作规定的，但是王
旭还是向领导汇报了此事。领导了解情况后，
决定破例同意这位丈夫的请求。王旭记得这
位丈夫强忍泪水，温柔地、小心翼翼地为他的
亡妻清洗头发、涂抹水乳、整理衣物……

“我们见过太多的告别，所以更加珍惜眼
前所拥有。”王旭说。他和小许上班时兢兢业
业，下班后就热情拥抱生活，摄影、美食、游戏、
唱歌、运动……他们尽情享受着生命的美好。

“工作辛苦点我们不在意，就是有点受不了
别人异样的眼光。”小许说。有一次在告别会场
外面，有人看到她穿着工作服，私下议论说，小
姑娘长得挺好的，干什么不好，非要干这一行。

“什么工作都得有人做。医生护士守护生
命，令人尊敬。我们殡葬人守护逝者尊严，同样
应该受到理解。”王旭说。

每当看到“殡葬专业入学就被预定，月入
过万”这样的报道，王旭总会觉得“别扭”。“关
于收入，媒体的报道是不客观的。我目前的收
入也就五六千一个月，我们一线的算高一点
的，因为与逝者有直接接触，二线的司仪、灵堂
布置收入更少。”王旭说。“这其实也涉及价值
导向问题，现在大家觉得和死人打交道，收入
就应该高，这实际上还是对死亡怀有恐惧和忌
讳。”合肥市殡葬管理处处长丁启河说。

今年6月10日，王旭和小许的爱情修成正
果，二人步入婚姻殿堂。

婚宴当天，这对“准新人”从一大早就开始
忙碌，然而他们忙碌的身影却并非出现在家
里、酒店里，而是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殡仪馆的
工作岗位上。直到一天工作结束，他们才急匆
匆赶往酒店，举办人生中最难忘的婚礼。

婚后第二天，他们又早早来到工作间，开
始了新一天繁忙的工作。

尽管辛苦，可当家属看到他们的亲人能够
恢复到生前模样而感激不已甚至下跪致谢时，
王旭和他的同事们感觉到，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大唐不夜城的“真人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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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亚楠、蔡馨逸

晚上7点，90后姑娘冯佳晨坐在化妆镜前
开始上妆，为一个小时后的“真人不倒翁”表演
做准备。

4个月前，学过7年舞蹈、做过舞台剧演员的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因街头表演而成为
“网红”。

盛唐时期的妆发，惊险却轻盈的动作，配上电
影《神话》的主题曲，让视频里的冯佳晨美若天仙。
最近一段时间，每次有游客把视频传到网上，评论
区都会赞声一片。

每天晚上，她表演的地方都会被围得水泄
不通，有不少人特意从外地赶到大唐不夜城，只
为跟她来一次“神仙牵手”。工作人员称，表演
区的隔离栏都挤坏了好几根。

“我也没想到表演这么受欢迎。”“真人不
倒翁”演员冯佳晨说，“为了不辜负观众们的喜
爱，我们演出团队已扩充至5人，还精心编排了
舞蹈动作。”

“不倒翁”不好当

表演者都套着“铁腰带”，一场演

出下来，腰上会撞得青一块紫一块

视频中，冯佳晨身形优美、舞姿蹁跹，但想平
稳地站到不倒翁表演道具上，其实并不容易。

“‘真人不倒翁’的表演者，是从100多名演员
中选拔出来的。”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工作人员
说，为了不倒，男性演员身高要在175厘米左右，体
重不超过60公斤；女性演员身高要在163厘米左
右，体重不超过50公斤。

“很多人刚站上底座，就直接倒在地上起不来
了。还有些人没法坚持完成表演，试了几次就退
出了。我刚接受训练时也害怕，掌握不好平衡，后
来才慢慢习惯。”冯佳晨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步行街看到了“天外飞

仙”的秘密——底部是一个半圆形的不倒翁道
具，中间固定着一个T字状的铁架子。表演时，
演员们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站上道具，将腰部
和腿部固定在架子上，扣好安全绳，再罩上
襦裙。

固定腰部的是一根六七厘米宽的“铁腰
带”，因为表演主要靠腰部发力，一场演出下来，
演员的腰上撞得青一块紫一块。“后来在铁腰带
上加了层海绵才好一些。”冯佳晨说。

别看“不倒翁们”现在轻盈飘逸、妩媚多姿，
在今年7月刚开始表演时，冯佳晨只敢拿着扇子
放在胸前前后晃，“像僵尸一样”。

团队中的宋扬帆还曾经在表演中有过
“惊魂一刻”。他告诉记者，有次在表演时安
全绳突然断开，他直接从道具上后翻过去，摔
倒在地。“摔了以后感觉有点丢人有点懵，但
观众在旁边都在问有没有受伤，很暖心。”宋
扬帆说。

逐渐熟悉动作要领后，不倒翁团队的演员
们结合自身特长，加入了舞蹈创意：擅长舞蹈的

冯佳晨和高红梅，融入了古典舞的动作；学过武
术的段亮，动作阳刚大气；表演风格幽默的宋扬
帆，还被观众调侃动作像烤羊肉串。

曾是专业舞蹈演员

“表演结束后还有观众

送 来 热饮，很暖心很感动”

“我今天牵了上百个小姐姐的手，还有个小
姐姐拉着我不让走。”

“我今天收到游客送的一串棒棒糖，还有一
捧花。”

不倒翁表演团队的5个人坐在一起时，最喜
欢交流的便是表演中跟游客的互动。这是他们
在以前的工作中不曾有过的体验。

冯佳晨大学所学专业是学前教育，平时喜
欢看书、健身，也是一位汉服爱好者。因为喜欢
舞蹈，上学时就一直坚持自学，“跳舞一直是我
的梦想，毕业后没有怎么犹豫就选择了这一行，
没想到实现梦想的过程中还会收获这一份惊
喜。”

在做真人不倒翁之前，她是实景舞台剧
《再回长安》的舞蹈演员。对比舞台剧和街头
表演艺术，她觉得后者难度更高，也更有
意思。

“做舞台剧演员的时候，有舞台、灯光的加
持，只用做好自己的表演就行。但做行为艺术
表演时，观众就在你身边，他们的眼神也一直在
你身上，你要时刻控制自己的眼神和笑容，并且
不断跟他们互动。”冯佳晨说道。

11月11日第一次参加“不倒翁”表演的高红
梅，对此也深有体会。她以前也是一名传统舞
蹈演员，偶尔参加一些商业演出。这次的职业
转换对她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在加入‘不倒翁’团队之前，我就知道这个
表演很受欢迎，没想到自己也成为‘又美又火’
的团队一员。”高红梅说。

即便是成了“网红”，他们也从没疏于练
习。“偶尔在网上发一些练习跳舞的视频，网友
也很喜欢看，我就在评论里跟他们聊天。”宋扬
帆说。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最让冯佳晨感动的
还是与观众和粉丝的互动，“有一次表演时，有
观众牵过我的手后说‘小姐姐手好凉，要注意保
暖’，表演结束后还有观众送来热饮，很暖心很
感动。”

成为“网红”之后

“采访的媒体多了，但其实卸了

妆发后，大家还是认不出我的”

视频在网上引起关注后，冯佳晨的生活也发
生了一些变化。来看表演的观众多了，采访的媒
体也多了，也有很多娱乐公司向她抛出了橄榄
枝，但都被她拒绝了。“我觉得当前自己还需要沉
淀学习，更好地雕刻自己，为喜欢我的观众带来
更好的演出和作品。”

表演被观众们喜欢，冯佳晨既开心又骄傲，
“最大的烦恼就是因为每天要带假发，发际线有
些保不住了。”冯佳晨玩笑道，“但其实卸了妆发
后，大家还是认不出我的。”

冯佳晨说，“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爸妈成了
我的头号粉丝，每天拿着手机看表演视频，还给
亲戚朋友们推荐。”

今年20岁的宋扬帆，也因这份工作在网上
“涨了粉”。“喜欢我的人多了，也感到有压力，
更得做好每一场表演，不让观众和粉丝失望。”

在大唐不夜城，像“不倒翁小姐姐”这样的“网
红”并非个例。自2019年初，大唐不夜城街区推出
“西安年·最中国”活动后，接连出现了多个因街头
表演走红的“网红”。除了“真人不倒翁”，还有“石
头哥”、神秘的“悬浮兵马俑”和“李白”等。

“石头哥”身着唐代武将盔甲，在石头上露出
上半身，表情严肃地用锤子砸錾子，不停地慢动
作重复。“李白”则身着白衣，靠一根棍子支撑悬
浮在空中，面对繁华的不夜城街景，时而沉思，时
而挥笔作诗。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唐不夜城现在有7组
行为艺术表演，两个月左右会更新一次。“街头表
演对表演者来说很辛苦甚至有些枯燥，像‘石头
哥’‘悬浮兵马俑’都要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
同一个姿势。但从游客的直接反应可以看出，这
些表演越来越被大家认可和喜欢，表演者也越来
越受尊重，来大唐不夜城看街头表演，已经成为
很多游客来西安游玩的必选行程之一。”大唐不
夜城管理人员说。

▲冯佳晨正在表演。摄影师：火炎

▲王旭正在殡仪馆整容室给逝者整理仪容。本报记者屈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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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看冯
佳晨的“真人不倒翁”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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