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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京雪

　　整理生活，也整理生命。
　　西卡是一位家居整理咨询师，也是一位遗
物整理师。2021 年底，她在上海创建了或许是
国内首个专门提供遗物整理和生前整理服务的
品牌“宅疏一日”。
　　在公司官网的简介页上，她这样写道：“一
家热爱生命的公司。从物品架构中看到人世间
的爱，通过妥善整理物品，链接逝者与生者，坚
信向死而生，方能更好地生活。”
　　此前，这个生于 1990 年的姑娘，已经在遗
物整理领域做了两年多探索。她最初为人们关
注，是在 2020 年春天，前往武汉为在疫情中失
去亲人的家庭整理遗物。这段经历被导演周轶
君定格在纪录片《断，难舍离》中。
　　“遗物还用花钱找人整理吗？”“为什么要做
这种不吉利的工作？”……
　　相较于已被逐渐了解、接受的家居整理收
纳，遗物整理是更小众的新生职业。毫不意外，
西卡受到许多质疑。
　　有机会发声时，她想先呼吁人们更尊重
死亡。
　　有生，必有死。谁都知道，对于生命而言，没
有比死亡更确定的事，但人们又难免要假装没
这回事，给予生死不平等的对待。“死”是一种难
以启齿的禁忌。人们避免谈论它，不愿看见它，
不想思考它，不敢想象它。对待遗物，有些逝者
家属也不那么认真，没有经济价值的大部分东
西通常会被草草处理。
　　西卡想要挑战这种禁忌，并在空白领域
拓荒。
　　她想告诉人们，遗物整理不沉重，不可怕也
不遥远。她用“温情”和“温暖”来形容这件事，但
又强调，它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煽情
催泪的情节。
　　“有时，人们会用猎奇的眼光打探这个职
业，对有没有感人的故事更感兴趣，但我是非常
严肃地看待它。遗物整理要在中国做起来，必须
能解决大家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不是只靠一颗
善心和细腻的情感，就能做好的。”西卡说。
　　她也提到，在中国从事遗物整理，跟在日
本、韩国的情况很不一样——— 不少年轻人是从
去年播出的韩剧《我是遗物整理师》里第一次听
说这个职业。西卡想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人的
遗物整理形式，帮助人们拥有美好的生活，也拥
有美好的死亡。

“你要去当一个蓝领”

　　一切转变，都始于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觉察，
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2014 年，西卡 24 岁，得了场病，动完手
术，在家休养了一个月。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与
社会的脱离。独自躺在床上，她忍不住会偷偷

“想想人生”，万一结果不好，自己离开了，能在
世界上留下什么？
　　这是西卡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自上海外国
语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她加入一家会计师事
务所做税务师，之后，跨行到广告业，进了外企。
两个行当，都以忙著称。加班、熬夜、不按点吃饭
对从业者不足为奇。
　　“我发现我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留下……
能留下什么呢？我没有为别人做什么值得留下
的事。”西卡想。
　　病好后，她回归忙碌的日常，病中的念头一
闪而过，只在心底留下些许痕迹。直到 2018
年，她工作的第 6 年。
　　彼时，西卡已经跳到互联网大厂做广告。工
作繁忙，薪水可观，内心却积累起越来越多的焦
虑，一边忙于工作，一边迷惑于这种忙碌的价
值。“觉得自己只是一部大机器上，一个无关紧
要的螺丝钉。”
　　她的身体频频出现状况，接着，眼睛也检查
出问题，要动手术。
　　“不是影响生死的重病，但你的生活质量一
下子降低了。”这次生病，让西卡真正意识到生
活质量的重要，也让她放慢了脚步。
　　回头看，她说这是老天给机会，用特别的方
式提醒她思考人生。“但我还是觉悟得有点晚，
快 30 岁才知道自己想要怎么活。”西卡有些感
慨：“年轻时，我们庸庸碌碌地为怎么赚钱怎么
买房怎么结婚焦虑，反而那些终极问题却没去
想。二十几岁就这么过去了，真的太可惜了。人
应该早点去思考一些大问题，把思路理好，才知
道自己的人生怎么过更好。”
　　给眼睛做手术时，医生们的鼓励和关心，让
西卡受到很大触动。“他们的工作有意义，能帮病
人走出最艰难的时刻。我希望自己也能有一个像
他们那样，实实在在帮人解决问题的职业。我觉

得自己需要做个职业分析，而且不能再拖了。”
　　西卡决定成为一名整理咨询师。
　　日本整理专家近藤麻理惠那本在全球卖出
800 多万册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让
西卡也“怦然心动”。通过整理物件，重启人生，
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与西卡对生命质
量的关注和对职业发展的需求相符，并且，爱改
造房间的她，觉得自己对此或许有些天分。
　　心动就行动。西卡开始自学，参加培训，接
触同行，做调研，在紧张工作之余，利用周末和
休息时间，免费给客户做上门整理……这样试
水半年，2019 年初，她赴美参加近藤麻理惠的
咨询师研讨会，通过考核，成为中国地区第二位
近藤麻理惠官方注册的整理咨询师。之后，一鼓
作气，辞职创业，成立自己的整理团队。
　　这个过程里，西卡没有得到多少支持。整理
收纳师在当时是没什么人了解的职业，有时候，
会被理解为保洁工作的一种。
　　家人和朋友都不明白，有份体面工作的西
卡，为什么非要折腾着做一种前景不明，收入未
知，甚至都还不被视为职业的职业。
　　母亲以沉默表达对女儿的不解与宽容。她
尝试描述女儿的选择：“你要去当一个蓝领。”
　　没人知道，西卡想做的不止于此。从 2018 年，
琢磨着转行做整理的那年起，她内心真正想做的，
就是成为一名生命领域里的整理师，并且“愿意为
此去花更大的代价”。就是在这一年，西卡了解到，
遗物整理也是整理师工作内容的一种。

遗物是逝者与生者的桥梁

　　“印象里，那天的墓地很温暖。”2020 年
初，西卡去一家大型殡葬公司拜访。参观公司管
理的墓地时，她看见一组雕塑，呈现了一个完整
的人，慢慢走入土地的过程。
　　西卡在雕塑前站了很久，发了条朋友圈，提
到做遗物整理的念想，被纪录片导演周轶君看
到，打来电话，于是，就在墓地里，她讲起自己想
做遗物整理的初衷和拜访殡葬公司的原因。
　　依然是因为对生命质量的看重。在病中，西
卡思考过怎么才能“死得好”这类问题，她觉得人
活要好好活，死也要好好死，不能随随便便，从如
何抢救到是否捐献器官，都要由自己来决定。
　　她因此接触到法律领域的“意定监护”概
念，了解到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
以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监护人按照被监护人
的意愿处理生活照管、医疗救治、财产管理、维
权诉讼和死亡丧葬等事宜。
　　“这个制度太棒了！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和关
注。”西卡想到在一些国家，人们年轻时就会立
下遗嘱；在遗物整理最早发展为成熟职业的日
本，许多人会做“生前整理”，提前安排好自己物
品的归宿，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减少遗
憾，也减轻亲属负担……而在中国，人们健康时
大多并不习惯为死亡做计划。
　　西卡觉得自己可以通过整理工作，帮人们
更好地面对死亡。她开始学习相关法律，接触法
律界人士，坐在一群公证员和律师中间参加意
定监护培训，拜访殡葬公司……“我有一种直
觉，”西卡说，“这些领域或许是相通的。”
　　“在死亡面前，我们很多人常常表现得像小
学生。”西卡感叹。
　　入户做家居整理时，她有时会遇到一些逝

者的物品，“碰到看上去与委托人的年龄、身
份不相符，不像属于他们的东西时，我会向委
托人询问。因为整理中，所属的概念很重要，
物品怎样处理，要尊重物品主人意愿，而有些
时候这些主人已经不在了。”西卡说。
　　让她难过的是，“对于亲人留下的东西，
我们手足无措。大部分人的眼神无法直视我，
他们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讲这些事，怕我介意，
我也怕他们介意，互相试探和规避。这种感觉
很不好。”
　　在西卡看来，遗物是逝者与生者的桥梁。
物品中，藏着主人的影子与他们留下的最后
讯息：为什么有些老照片被尤为仔细地珍藏？
为什么生前每个亲友给的红包都被标上名
字，放进铁盒子，保存得那么好？为什么有老
人将妻子的灵堂物品全部包进塑料袋，写上

“亲爱的，走好”，却又把这些东西摆在容易拿
取的位置？
　　“物品背后是有情感逻辑、有思考的，传
达着一些爱。但你不去整理，就不能接收到这
部分爱，有些东西也就这辈子都不知道了。”
西卡说。
　　依照传统习俗，大多数遗物会被不加审
视地匆匆丢掉或烧掉，少数物件得以留存，寄
托哀思。西卡希望，人们能更认真地对待遗
物。“我们好像习惯于只把不动产和银行存
款、基金股票之类的动产当作重要遗产，其他
物品就毫不在乎。你会觉得，人类怎么这么冷
漠？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很多就是这样。”
　　她遇到的一些殡葬行业从业者也有类似
感触，说现在一些年轻人，连至亲过世都不愿
花时间对待。有的人会表现出希望赶紧完事
的态度，觉得伤心事不要提了，怪忌讳的。
　　“为什么要逃避呢？”西卡问，“死亡是大
家应该坐下来好好聊聊的事。分享悲伤也是
一种疗愈。”
　　回到 2020 年早春，在墓地的那通电话
聊天后，没过两天，一篇题为《武汉遗物》的文
章在朋友圈里刷屏，打动了包括西卡和周轶
君在内的许多读者。取得家属同意后，西卡决
定赶往武汉，志愿陪伴三个因疫情失去至亲
的家庭一同完成遗物整理，周轶君的团队将
记录下整个过程。
　　这是西卡第一次将关于遗物整理的理念
落地。物品不会说话，但在与三个家庭共同整
理的过程中，已经离开的人们分明从身后之
物与家人的回忆里，呼之欲出。
　　譬如，那个去住院都不忘带上一沓乐谱
的老爷爷，花不少钱买了一堆乐器。一辈子只
跟妻子讲过一句告白：“我只说这一次，我还
是很喜欢你的。”整理时，他的老伴拿起扫把
扫地，扫着扫着，说了句，如果他还在，会抢过
来做，绝对不会让我来扫地的。
　　“武汉如今是我的第二故乡。”西卡说，她
仍与几个家庭保持着联系，“别人觉得我到武
汉是去提供帮助的，实际上，是我自己得到了
更多帮助：我遇到的人们对我的包容、信任和
鼓励，让我觉得自己何德何能。与他们的相
处，对我的职业观、人生观、家庭观都产生了
很大影响，像一场洗礼。”
　　想做一名生命领域的整理师，充满挑战，
绝非易事。多少次，在尝试中举步维艰而痛
苦、不被认可而自我怀疑，这一次，西卡真实
感受到，自己想要做的这份工作有着切实的

价值。连从 2018 年起困扰她的失眠症，也在
工作中得到缓解。
　　“来武汉前，我做整理的动机更多是为了
自己，更关注的也是规划自己的人生；而在这
之后，说出来有点大，但我感到自己不只是为
自己而活，我要真正到社会中去。”西卡说。

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遗物整理？

　　“我们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遗物整理？”
　　从武汉归来，这个问题始终萦绕于西卡
脑中。“中国人需要中国人的做法。我与日本
的遗物整理协会接触，发现因为国情不同，法
律法规不同，对生离死别的观念不同，我们遇
到的阻力也不同，不可能简单地把他们的做
法复制过来。”
　　例如，在日本和韩国，除了整理遗物，遗物
整理师的工作还常与独居者死后的“特殊清扫”
联系在一起。当独居者死去，接受委托的专业遗
物整理师需要打扫现场、进行消毒消臭。而在中
国，这块清理工作，会由警方或居委会负责。
　　目前，国人对遗物整理师的需求，更多出
于情感。像是亲人离世后，太过悲痛难以独自
面对遗物，请整理师辅助整理和清理物品，提
供处理建议等等。
　　“但这种情感需求不是刚需，难以商业
化。作为一种成熟的业务，我们还是要为人们
解决更多的实质性问题。”西卡说。
　　去年正式实施的《民法典》，新增了遗产
管理人制度。遗产管理人的 6 项职责中，有
一条“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让西卡看
到了与律师、公证人员、居委会等遗产管理人
合作，完成遗物清点工作的遗物整理新路径。
　　去年夏天，她受公证处委托，为一位老人
清点遗物，将这一业务落地实践。
　　老人漆畹生是位学者，没有子女，生前通
过遗赠扶养协议，把房子等遗产留给了照顾
自己的护工。对其遗物的清点进行了 12 个
小时，最终列出了长达 54 页的清单。
　　单单是他留下的几百本藏书，西卡和同
伴就要一一记录、评估和翻找——— 不能简单
记成共有多少本书，因为有的书可能具有藏
品价值，需要单独记录；每本书都要翻看，因
为很多人习惯在书里夹东西。事实上，一些信
件和照片就是西卡从书页中找出的。
　　整理中，他们从漆畹生与远在北京的弟
弟 26 年间的 63 封通信中，发现老先生还有
一位在世亲人，一个叫“小明”的自闭症侄子。
　　“我于九月六日 11 时三分开始变为一
个男孩的爸爸，现孩子取名征求你的意见。”

“长得如此美的一个孩子竟然是孤独症者，真
令人万分痛心。”“我不能肯定我哪一天会产
生什么危急情况，一旦如此，孩子绝对不懂什
么叫‘营救’，其惨则不言而喻。”“孩子长得惊
人的美，在一起感觉到非常好玩，实为不幸之
至！！”“人生之苦我算是受够了……可怜的孩
子将来将无法生存。怎么办？怎么办！”
　　 1988 年，漆畹生的弟弟漆黔生 51 岁老
来得子，有了小明。妻子没过几年因病去世，
小明又被发现患有自闭症。漆黔生独自养大
儿子，常在信中向哥哥诉说养育自闭症孩子
的艰难痛楚。
　　 2011 年，漆黔生在家中过世，孤儿小明
被送至福利院。因为这次遗物整理，公证处联

系上福利院，并托志愿者定期探望。这是十年
来，第一次有人过问小明的情况。
　　“除了做一次整理，我们还能为小明和两
位漆家老人做些什么？”获得委托人许可后，
西卡牵头办了一场遗物展，展出漆家兄弟的
家书，让他们和他们背后的千千万万个自闭
症家庭孤独困苦的呼号被社会听到，也通过
展览义卖，为关注小明等自闭症孩子的公益
组织募集资金。
　　“所以，我觉得遗物整理是温馨的。”西卡
说：“它是人和灵魂之间的对话。在整理漆老
先生的遗物时，我有时觉得他就在屋子里走
来走去，看到他坐在桌前给弟弟回信。我也在
物品中感到对方好像有很多话想说，我要做
的，就是把他想要传达给别人的讯息——— 比
如他们对小明的放心不下——— 传达出去。”
　　整理遗物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好地活
着，它能够给生者带来一些可能，让他们更了
解逝者，同时，反思自己的生活。西卡认为，物
品中承载着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流动，遗物整
理的意义之一，正是传达这种流动。
　　有客户在整理爷爷遗物时，第一次看到
爷爷年轻时的照片，说：“我原来总觉得爷爷
就是爷爷，现在才发现爷爷也是个男人。”
　　“你会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完整的
个体。你或许没去走心地了解过，你的妈妈、
你的爷爷并不止是‘妈妈’‘爷爷’这些称呼下
的那个人。”西卡说，整理师的工作也影响了
她自己与亲人的相处，她开始张口问家里老
人一些过去没问过的问题，“我过去不会跟长
辈聊他们小时候、年轻时候的事，不会问他们
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生能有几次机会影响更多

人的价值观呢？”

　　漆老先生的遗物展后，有自闭症孩子的
家长找到西卡，了解生前整理和遗物整理。
　　“不止这些家庭，我们国家有这么多残障
人士和心智障碍人群，还有越来越多独自生
活的老人和年轻人，他们都可能需要我们的
帮助。”西卡说。
　　在她的整理过程中，有些家庭还会在遗
产分配时遇到困扰，逝者没留下遗嘱，亲属不
清楚其具体财产明细和债权债务。“未来他们
也许可以找到有关机构提出需求，授权我们
来进行高效、细致的盘点。”西卡说。
　　她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专业化
的遗物整理和生前整理服务。不过，“前途是
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说实在的，我现在也
常感到焦虑。”
　　在罕有同行的空白领域开拓，尽管西卡
决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遗物整理和生前整理
上，但她仍要靠家居整理的收入养活团队。
　　她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辞职创业之初，
甚至比那时受到更多更激烈的反对。有过去
的客户直言，如果早知道她要跟遗物打交道，
就不会选择他们的团队入户整理。
　　西卡清楚，对死亡的态度，体现着对生命
理解的深度。人们要先能成熟地看待死亡，才
可能接受遗物整理这类业务，而这需要时间。
　　“会受到各种打击。”她承认这个过程很
痛苦，会不断自我否定，她自己也很难说清，
为什么偏要以此作为人生志业，“就是出于对
生命的尊重和体验吧。”
　　从整理师的角度，西卡认为，一方面，活
着的人应当更妥善地对待已逝亲友的物品；
另一方面，作为终究要面对死亡的人，无论男
女老少，都应尽早进行规划。她觉得，现在的
问题不是大众没有需求，而是有需求的人和
她互相找不到对方。
　　去年年底，西卡又一次陷入如何让遗物整
理和生前整理被接受，并做成成熟业务的焦虑。
无意中，她搜到豆瓣上韩剧《我是遗物整理师》
的讨论区，看见有人在问中国有没有这个职业，
从网友们的讨论里，西卡汲取到了能量。
　　“时代真的在进步。这两年，我看到了更
多希望，接触到很多心态更开放的年轻人，也
遇到过思想先进、主动提出做生前整理的老
人。也许时机真的要到了。”西卡在采访中几
次提到，希望更多有想法的年轻人关注这个
领域、加入进来，“毕竟人生能有几次机会影
响更多人的价值观呢？”
　　在豆瓣的讨论帖子里，西卡回复网友们
的关注：“就算再小众，再‘叛逆’的职业，只要
它能帮到人，哪怕只有 0.00001% 的同胞需
要我们——— 他们可能是孤老，可能是独居的
年轻人，可能是一些残障孩子的父母，可能是
无助的房东——— 我们也有坚持下去的意义。
会继续咬牙努力的！”

整理，链接逝者不朽的名与生者无尽的爱
一 位“ 9 0 后”遗 物 整 理 师 的 职 业 自 觉 和 她 眼 中 的 生 与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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