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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春 花 开
□本报记者 代娟

一年之计在于春。

迎春花开时节，始建于 1966年的新

乡市殡仪馆，迎来了隆重的授牌仪式，荣

获民政部《公益时报》中国殡葬编辑部中

国殡葬业专家委员会授予的"全国优秀

殡仪馆"称号，成为首批十家全国优秀殡

仪馆之一。

新乡市殡仪馆何以获得如此殊荣？

伴随着迎春花香，记者近日走近这

个特殊群体，去感受这人间春意和他们

对生命的礼赞。

在如今的新乡市版图上，如果非要在新乡
市区找一个中心点，人民路和劳动街交会处的
城里十字依然是个被大家广泛认同的地标。

顺着人民路从城里十字往东不过 1公里，
就是新乡市妇幼保健院。每天，这里都会迎来
一群新的生命，被爱、被祝福。

有些戏剧性的是，同样从城市十字出发，顺
着人民路往西 8 公里附近，就是新乡市殡仪
馆。每天，都有逝者从此走完最后一程，被铭
记、被怀念。

在这条路上，8公里≈一生。
城里十字向西的这 8公里处，因为与外界

联系少，显得有些神秘甚至不被理解。但有这
么一群可爱的人，一日一日、一年一年坚守在这
里。他们用爱和真诚、用艰辛和汗水，送逝者最
后一程。

天琪怀孕了天琪怀孕了

春天是孕育生命的季节。
那天去殡仪馆采访结束时，我随口问了句：

“天琪呢？”
“天琪今天休息。”正忙着安排布置吊唁厅

的接待科科长邓娇杰随口回答我，又补了一句，
“天琪怀孕了！”

呵，那个选择在每天的哀乐声声中书写自
己美好年华的漂亮女孩儿，那个回然科里年龄
最小也是唯一的女殡仪美容师，那个曾被好朋
友劝着换工作以免嫁不出去的天琪，那个说一
定会找到一个愿意说“我妻子是个入殓师”的男
孩的天琪，如今已经上班第 8个年头，不仅结了
婚还孕育了小生命。

7年前，我曾经采访过天琪。那时，她上班
不过一年多。来殡仪馆上班的直接原因是，父
亲在殡仪馆工作过，已经退休的母亲在这个大
院里坚守了几十年。大学毕业后正好赶上殡仪
馆招人，母亲希望她能回来，一是馆里急缺殡仪
美容师，不好招；二是唯一的女儿能离家近些。

尽管对这份工作不陌生，但真要和这些故
去的人打交道，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心理承受
能力，以及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压力。刚开始，
同事先安排天琪给自然死亡的老人化妆。因为
自然死亡的老人面容安详，比较简单。即使这
样，天琪的双手仍然不停颤抖。母亲教她一种
心理暗示法，让她在心里一遍遍跟老人说话，告
诉他，自己会让家人看到他最安详的一面。这
个方法效果极好。

对于化妆师来说，最令他们头痛的，就是处
理非正常死亡的尸体；最难克服的就是死者身
上浓烈的血腥味和有些尸体腐败后出现的瘴
气。她们要佩戴上厚厚的医用口罩，甚至要戴
上专业防毒面具工作。即便这样，衣服上也难
免会残留难闻的血腥味或腐败味。

如今，同事们心疼已经怀孕 4个多月的天
琪，建议她孕期调整岗位，都被她拒绝了。在天
琪看来，为那么多生命送完最后一程，自己不仅

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还孕育了新生命，也是一种
福报。

印象里不一样的殡仪馆印象里不一样的殡仪馆

始建于1966年的新乡市殡仪馆，担负着市
区（红旗区、卫滨区、牧野区、凤泉区、开发区、西
工区）以及新乡县遗体的接运、冷藏、火化及各
项殡仪服务工作。

一提起殡仪馆，老新乡人的脑海里浮现的
场景是：没膝深的荒草、四处堆放的垃圾、随时
可能坍塌的围墙，低矮的殡仪厅、水泥板加砖坨
子垒砌的简陋的骨灰堂以及黑烟升腾的烟囱。

3月 23日，周六。记者走进殡仪馆大门，随
处可见浓浓的人文氛围。大门内是一个平坦宽
阔的广场，广场正中一座日月同辉的金属雕塑
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接待厅和业务厅分
别位于雕塑两侧。主楼上方“回归自然，完美人
生”8个金色大字宽慰着前来吊唁的人们。院内
更是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宛若花园。

“我们可是全省惟一一家通过两个 ISO认
证的殡仪馆呢。”市殡仪馆 ISO质量/环境管理
体系管理员郑华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写满了自
豪。

原来，2004年，为完善和改进殡仪馆的质
量和环境管理水平，全馆研究确定了 ISO质量/
环境管理体系的方针和目标，努力打造花园式
殡仪场馆。那段时间，全馆上下一点点摸索着
建立两个管理体系所需的所有档案，在 4个月
的时间内，完成了涵盖评审控制程序、应急准备
与响应控制程序、固体废弃物管理程序等近 20
万字的材料，然后带领全馆人员按照标准逐一
落实。如今，通过认证，任何一具遗体从接运开
始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着规范的程序操作流
程。即使是火化遗体用油、燃烧粉尘标准，管理
体系里都有严格的指标控制。

“过去社会上有传言，如果不给殡葬工送红
包，很少有人能拿到自己亲人的骨灰。”郑华说，
事实上，目前馆里的每一道工序全部在监控下
操作。家属能全程看到每一个环节，也可以通
过监控追溯。

数十年来，由于坚持改革不断改扩建，如今
该馆不仅馆容馆貌、设备装备已达到国内殡仪
服务单位先进行列，该馆规范的管理服务流程
还通过了 ISO9001认证，还参与《国务院殡葬管
理条例》的起草与修改，以及国家殡葬业各类工
作标准的起草与制定。

““哭笑不得哭笑不得””的职业的职业

初见市殡仪馆业务科科长郭彬时，她给我
的印象是，个头不低，梳着高高的马尾，浅蓝色
的工装内，是一件亮黄色的帽衫。她的笑容绽
开，像身上的黄色帽衫一样温暖。

郭彬说，知道我是来采访的，她才放心地
笑。

是的，这是个“哭笑不得”的职业。殡仪馆
本身是个充满伤感的地方。你对人家笑，好像
说明你不严肃，很轻佻；你跟着家属严肃起来，
还怕被误会板着脸服务态度不好。

于是，在这个院子里工作的人们，上班要学
习的第一课，竟然成了心照不宣地注意把握哭
笑之间的分寸。

跟邓娇杰聊天，你也会发现一个特点：和同
龄人相比，她的笑容很少全部张开，最多是微微
一笑，然后和声细语地跟你说。

见面握手，分手说再见，这是服务人员最基
本的礼仪。可邓娇杰说，在殡仪馆，说再见成了
大家心照不宣的大忌，服务人员也很少主动与
家属握手，因为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殡仪馆
的人天天要接触尸体，手上病菌很多，握这样的
手会觉得晦气。

本来性格开朗的邓娇杰，衣柜里几乎找不
到鲜艳颜色的衣服。“成天跟丧事儿打交道，没
法穿鲜艳衣服，正休息也有可能被立即召回单
位，就这么穿着吧，习惯了！”

邓娇杰说，即使她们自己心理足够强大，但
还要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比如闺蜜生孩子
了，她们得第一时间征求对方的老人介不介意
自己的职业，即使对方不介意，她们也一定会专
门拿出休息时间的上午赶去，绝不趁下午或者
晚上。

郭彬所在的业务科要办理所有丧葬业务的
费用结算，此外，还会经营一些小的丧葬用品。

“馆里的骨灰盒，因为材质和设计造型不同，从
最便宜的 300块钱到数千元钱，一应俱全。我
们尊重事主的选择，只介绍，不推销。”郭彬说，
馆内所有的丧葬用品都是经过层层招标，保质
保量选定的一些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物价也
都经过物价部门的层层审核。去年以来，所有
丧属都能享受到 800 元的新乡市殡葬惠民补
贴。对于殡葬程序较为简单的群众，最低花费
1000多元就能完成所有殡葬环节。

业务科还负责馆内 5000多只骨灰盒的存
放和管理，但一年的管理费只有 130元钱。每
到初三、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特殊日
子，只要家属来祭拜，管理人员会逐一配合事
主，存取骨灰盒。

临走时，郭彬对我说，你看我本来是学妇幼
专业的，应该在医院服务刚出生的婴儿，可如今
在这里，为每一个离去的人送行，也算是一种圆
满吧。

““你们工资可高吧你们工资可高吧？？不然为啥干这个不然为啥干这个？”？”

29岁的焦作女孩徐瑞晨，3年前考进殡仪
馆工作，平时就住在殡仪馆的宿舍。倘若跟朋
友有聚会，她一定要确保朋友能晚上送她回
去。有几次，徐瑞晨晚上从市区打车回殡仪馆，
出租车司机根本不去；尝试网约车，又没人接
单。如今，没啥重要事儿，她晚上就尽量待在宿
舍不出门。

接运科副科长任玉明记得，有次在接运遗
体时，有位去世几天才被发现的逝者，因为天气
炎热已经腐烂，即使是临终前手里还攥着几百
元现金，家人甚至都不愿意拿回去。

干了一辈子遗体接运工，接运科 50多岁的
老接运工赵金广对遗体的腐败味尤为过敏。“丝
毫不夸张，接运这类遗体，老郭几百米外都能闻
出来那种味儿，而且一闻就要吐。”

“吐又怎样？谁不是一边吐完，又返回来把
遗体运回去！”任玉明说，像这类非正常死亡的
遗体，最怕有些家属因为不好意思不说清情况，
工具没带齐，有时候还得回去拿专业设备。

“你们干这个，工资一定可高吧？不然为啥
干这个？”

“你看我21年工龄，这几年工资涨了好几
次，如今每月 4100元，再加上去年才开始发的
绩效工资，平均每月再加上 1000元，全部加起
来，大概每月5000块。这算不算高工资？”多年
来，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回然科科长唐胜利不
知道回应过别人多少次。

是啊，工资并不符合大家期望里的“高”。
那，为啥要干这个？

和赵天琪一样，唐胜利也是“馆二代”。他
的父亲在殡仪馆一线干了一辈子，直到病逝，任
劳任怨，口碑极好。大抵是天生不排斥，也觉得
这是一份自然而然的工作。

可更多的人并不是殡仪馆子弟。回然科副
科长王西民在成为殡仪美容师之前，不仅没学
过美容，还是计算机专业的技能能手，因为要维
护馆内计算机和显示器等电子设备而招聘进来
的。王西民好像从来不会闲着，除了维护电脑，
他还会给办公室写写材料，去下面的告别厅帮
帮忙。只要一线业务科室忙了，他就随时替
补。几年后，原火化科的美容师退休，一时间不
好招人，馆里找王西民谈话，让他接了班。

“没有谁天生就喜欢殡葬工作，喜欢跟遗体
打交道。”王西民说话很直接，“不过是我们既然
干了这一行，就站好自己这班岗，尽最大努力把
工作做好，尽可能让每一名事主在送走亲人后
都节哀欣慰。”

这话很直接，却是大家伙的心里话。
跟他们交谈越多，你越能发现他们骨子里

的质朴和语气里的真诚。为啥干这个？用不着
特意拔高，不过是因为既然干了这活儿，就要站
好这班岗。

让逝者体面让逝者体面，，让生者安心让生者安心

2015 年，顺应社会需求，新乡市殡仪馆组
建了首支殡仪礼仪队，殡仪主持人李杰就是那
时候应聘到礼仪队的。

李杰记得，有一次，一名男子深爱的妻子因
病去世，他找到殡仪礼仪队要求为妻子办一场
追思会，呈现给妻子生前的亲友最后最好的一
面。李杰不仅反复跟殡仪美容师沟通，为逝者
化好最温馨的妆容，遗体周围布满了鲜花，还在
追思会上特意选择了相对舒缓的哀乐，不让本
就处于崩溃边缘的男子更加悲痛。

“我们礼仪队员陪着他在火化间跟妻子告
别时，他含泪背过身去的样子至今回想起来都
让我动容。”李杰说，有不少人会问他是不是见
惯了生离死别，都麻木了？事实上，上班 4 年
多，每次看到这种阴阳相隔的场面，他都忍不住
流泪。但作为殡仪主持人，他只能尽力调整自
己的情绪，用自己的服务让逝者体面离去，让活
着的人尽量宽心。

2002年，刚满18岁的邓娇杰通过考试成为
一名殡仪服务员。时间久了，邓娇杰意识到，殡
仪馆是一个特殊的服务行业，它的直接服务对
象是死去的人，而最终服务对象是活着的人。
因为，死不是逝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10多年来，每接待一起丧事，邓娇杰都尽
力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把每位来者当成自己
的亲人。即使是布置一个小小的灵堂，一朵鲜
花的造型，邓娇杰也会投入全身心的感情，让逝
者亲人宽心。

按照新乡当地的风俗，逝者被送往殡仪馆

前前，，要系上一根要系上一根““绊脚绳绊脚绳”，”，防止灵魂回家防止灵魂回家；；尸体尸体
火化之前火化之前，，要去掉要去掉““绊脚绳绊脚绳”，”，防止逝者进入另一防止逝者进入另一
个世界无法行走个世界无法行走。。有一次有一次，，殡仪馆已经下班了殡仪馆已经下班了，，
几位丧主却仍在一个灵堂前不停地号啕大哭。
邓娇杰赶紧上前安慰，当她得知丧主是因为忘
记将逝者的“绊脚绳”去掉而伤心时，连忙安慰
他们说：“放心吧，我已经按照风俗替你们去掉
了。干这份工作，要的是尽心尽责……”一句话
瞬间化解了对方对逝去亲人的愧疚。

有一次，王西民要为一对因车祸死亡的夫
妻整容，但逝者面部已经严重变形，脸上全是挫
伤和玻璃碴，几乎无从下手。王西民和同事端
来清水，一遍遍清洗逝者脸上的泥土，一点点择
尽上面的玻璃碴，再对照死者生前照片，对开裂
的下颏进行缝合……整容过后再给逝者化妆。
6个多小时后，当逝者儿子看到父母安详的神态
时，欣慰地流下泪水。

一些社会重要人士去世后，由于遗体保存
时间较长，就要特别注意遗体的养护和防腐工
作。殡仪美容师得根据遗体的冷藏时间，掌握
遗体告别前的化妆时间。这中间，除了要妆容
自然，还要保证告别仪式中间，遗体不因温度差
而继续解冻造成妆容破坏，面部结霜出水等问
题。这些话说着容易，做起来有想象不到的困
难。

“最后一面，天人永别。”王西民说，无论是
比较显要的人物，还是普通农民、街头流浪汉，
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孩，来到这里，都是一样
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如何把他们最美好的一
面留给亲人，让他们体体面面地离去。

社会认可社会认可，，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

任玉明记得这样一件事儿：有一次，他坐公
交车去办事，刚上公交车，司机一看他，赶紧绽
放了个大笑脸说：“哥，有位置，后面坐！”

坐下来几分钟，任玉明才想起前一段时间，
这名司机亲属去世，他去接运遗体时见过他。

王西民说，有一次他带着爱人和孩子去市
区一家商场选家具，走到一家专卖店门前时，店
主小伙子热情地跟自己打招呼，感谢他给去世
的奶奶化妆，让奶奶看起来特别安详。临走的
时候，小伙子还坚持要送给王西民孩子一个小
玩具。

有一次，接运科长郭志强去路边一家饭馆
吃饭，正准备结账时，却得知被人结过了。

“服务的对象多，根本记不住这些人。可偶
尔被认出来，感受到对方的肯定，就觉得心里特
别宽慰，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任玉明说。

2016年秋的一天，在经历一上午繁忙的工
作后，等待遗体火化的徐瑞晨和几个同事累得
蹲在火化室旁边的侧门旁休息下，突然，一位戴
着墨镜、穿着黑色衣服的女性走过他们身边时，
向她们竖起了大拇指说：“你们真的很伟大！”徐
瑞晨说，这句话让那时刚入职半年多的自己觉
得，本来还在犹豫是否继续留在馆里，这个肯定
的动作让自己漂浮的心有了归属感，也更体会
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

在新乡市殡仪馆，类似的故事有很多。他
们说，就是这种被肯定被认可，一直激励着自己
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如果说还有理由的话，那就是，见惯了生离
死别的殡葬人们，更明白生命脆弱，要珍惜眼前
人、珍惜难得的亲情友情，对拥有的一切都充满
感恩。

甘地曾说，“生由死而来。”
10多年前，新乡市殡仪馆主任王忠洲将火化

科更名“回然科”，取“回归自然 完美人生”之意。
在他看来，生命一如这春日里怒放的迎春花，

顺应自然轮回，随着春去春又来，迎春花又开。但
若能生时绚丽，逝时静美，便是最好的宽慰。

新乡殡葬人，就在生命尽头的驿站，让逝者
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