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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海鹏 组版：秦川 除了传统的墓地安葬，近年来出现了树葬、海葬、花坛葬、壁葬等

一些新的安葬方式。与传统墓葬相比，这些安葬方式环保、节地，花费

也少，虽然优点很多，但受传统的入土为安观念影响，加上政府缺少补

贴等措施，选择这些安葬方式的少之又少。

省城树葬十年仅安三百逝者
我省海葬、壁葬等绿色殡葬方式也遇推广难题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孟敏 李楠楠 刘清源 柳斌 实习生 刘华东 李庆雨

“一鞠躬，无语哽咽，唯
有思念；再鞠躬，再见不见，
记忆心海；三鞠躬，君若有
翼，往永乐兮……”3月30

日，省城举办了首场花坛葬
葬礼，安葬工人将镌刻着逝
者名字的墓碑放在六个墓
穴中间，然后再将一个白色
的花环环绕在墓碑周围。

“从简是老人生前的心
愿，他希望能回归自然，我
们决定尊重老人的遗愿。”
对为父亲来送行的胡俊清
来说，父亲生前的每一个瞬
间都化成他不能舍弃的记
忆，他唯愿父亲能在这一
刻，情归自然……

济南市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仅济南市区每
年就约有16000人死亡。这
些死亡人口的骨灰如何安
放，已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
社会问题。但据统计，济南
市民去世后的骨灰多数选
择公墓落葬。

“老人辛苦了一辈子，风
光厚葬是理所当然的。”在更
多市民的心中，仍然坚守着
入土为安、风光大葬的传统。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绿
色殡葬的推广中，政府部门
都会给予优抚对象、低保家
庭、五保户很多优惠，但效果
并不尽如人意。“逝者家属认
为树葬、花坛葬不够隆重，过
于寒酸，对逝者不敬，其他市
民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能接受绿色殡葬的人
是有，但还是太少了。”济南
双峰山公墓的一位负责人
表示，不是不想推广树葬、
花坛葬等绿色殡葬，但要改
变风光大葬的传统还需要
一个过程。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孟敏

随着清明节的到来，作为烟台
唯一一家尚在经营的海葬服务机
构，烟台东顺海葬服务中心经理倪
西有些忙碌，之前不少选择海葬的
家属打电话预约清明节到海上为逝
者祭扫。

“这几年海葬的人数并不多，
而且呈现减少的趋势。”倪西介
绍，前些年每年有近200人在烟台
海葬，现在每年也就100多人。烟

台本地参加海葬的每年只有一二
十人，还不到外地来烟台参加海
葬人数的1/5。

据介绍，烟台东顺海葬服务
中心从1997年起在烟台乃至全国
率先举行了海葬活动，每年从北
京、山西等地来烟台海葬的人有
100个左右。

据介绍，到距海岸9海里的万
鸟岛进行海葬活动(一艘豪华快

艇乘坐10人以下)收费1000元；乘
坐26人以下的超豪华快艇收费为
2800元。“家属为逝者祭扫的时
候，可以多家拼一艘船，能更节省
一些。”倪西说。

虽然海葬会省去很多费用，但
是受入土为安传统观念的影响，选
择海葬的人还是不多。

倪西介绍，在选择海葬的人
中，多数是一些老干部，其中军人

占到八成以上。“这些年，选择在
烟台海葬的韩国人也比较多，大
多是在烟台工作生活的，土生土
长的烟台人很少。”

记者从烟台市民政部门了解
到，烟台市每年死亡火化的人数在
5万人左右，绝大多数人坚守入土
为安的思想，少数人通过寄存的方
式把骨灰放在殡仪馆，选择海葬的
人不足死亡人数的1/2000。

“向公益节地花坛葬的先人
致敬。”伴随着宁静的音乐，3月30
日，省城举行的首场公益节地花
坛葬结束了，但对相关部门和市
民来说，如何认识、推广这种殡葬
方式刚刚开始。

“我走了以后，也希望选择这种
安葬方式。”看完花坛葬的整个过程
之后，两位老人表示，将和子女商量
薄葬的事情，“活着的时候孝顺是最
好的事情，走后就给子女减轻点负
担，也给社会减轻点负担。”

“有这种观念的人还是太少
了。”济南双峰山公墓的一位负责
人表示，不是不想推广树葬、花坛
葬等绿色殡葬，实在是很多市民
接受起来还需要一个过程。随着
各地政府推广力度的加大，可能
会好一些，“但传统葬式影响了几
千年，替代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预计相当长时间里，节地葬只
能被小部分人接受。”

而一些观念超前的市民则认
为，现在的绿色节地葬只是一种折

中的方式。“经营性公墓虽有树葬、
花葬项目，但费用较高，仍有墓碑、
墓穴，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树葬。”
市民崔先生表示，真正的树葬、花葬
是没有墓碑和墓穴的，逝者死后把
骨灰撒在自己认养的树木或花草
下，只挂一个写有自己名字的小牌。

“多数市民只能接受树碑立传
这种传统的安葬方式，老观念还需
转变。”济南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
长赵玉辉表示，引导市民转变殡葬
观念，让更多市民接受树葬、花坛

葬、骨灰寄存等绿色节地葬法和骨
灰撒散、骨灰深埋等环保葬法是今
后工作的重点之一。

“目前，节地葬的推广是殡葬的
二次改革。”省城一公墓负责人表
示，第一次殡葬改革的顺利实施得
益于行政力量的强力推动，而目前
推进的节地葬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和
社会观念转变，政府给予的补贴很
少，缺少实质性的支持措施，绿色节
地葬推广之路还很漫长。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孟敏

山东福寿园2004年曾推广过
树葬，当时选取的是比较名贵的
黑松，旁边放一个类似书本的墓
碑，镌刻着逝者的名字，每棵松树
下安放4个逝者。由于当时的定价
是19800元一位，推广效果并不理
想。

除了福寿园，恭德陵园也推
出了170多个树葬，当时选的是柏
树，3800元一位，现在正在开发新
的树葬。玉函山公墓2001年推出
了100多个树葬，把名字统一镌刻
在纪念碑上。由于玉函山公墓墓
穴已饱和，目前不能再推广树葬、

花坛葬等绿色殡葬。
“对于推广绿色殡葬来说，这

3处试点太有限了，数量也太少
了。”有绿色殡葬的倡议者提出。
从公开数据来看，省城仅济南市
区每年就有约16000人死亡，而采
取树葬、花葬方式的逝者仅300多
个，在省城大大小小的公墓当中
如沧海一粟。

3月30日，山东福寿园推出花
坛葬，当天有6名逝者安葬在花丛
中间。这几天又有二三十位市民
前来领取了登记表，希望这种安
葬方式能吸引更多的市民。

2日，记者在烟台永安公墓的
壁葬墙前看到，这面墙与普通的
墙体高低相仿，墙体正面分布着
井字形的格子。工作人员介绍说，
当逝者的骨灰盒放入后，工作人
员会把刻有墓主人姓氏等信息的
石碑镶嵌其中，并加以密封。

记者看到大部分壁葬格子都

处于空置的状态，有一些没有使
用的格子因为没有密封，在长时
间侵蚀后还长了绿苔。在一些已
经封闭的壁葬格子前，有的石碑
前面挂满了鲜花，这是亲人来祭
扫时留下的。

“来的人主要是询问土葬墓穴
的价格，一般市民都不会问壁葬。”

永安公墓接待处工作人员说，土葬
墓穴基本上一年能卖出300多个，
而壁葬也就卖30个左右。“壁葬的
价格很低，但很少有市民选择，主
要是大家都不认同这个，大多数还
是觉得入土为安好。”

在公墓接待处，记者看到
《购墓指南》价格表上显示，基本

墓地的价格从10560元至153160
元不等，而且墓穴价格还不包括
选址费、刻字费、描色费、瓷像
费、刻框费。工作人员拿出的另
一份壁葬穴位价格表显示，单人
的 最 低 售 价 为 8 1 6 元 、最 高 为
1236元，双人的最低为1670元，
最高为2070元。

格记者调查

树葬花坛葬

被认为不够隆重

节地葬能否成为殡葬二次改革
第一次殡葬改革得益于行政力量推动

壁葬 价格仅千余元，却少人问津

树葬 济南仅三家陵园推行，效果并不理想

海葬 烟台海葬者不到死者的1/2000

和亲人在落花、绿树

中别离，这种安葬方式您

能接受吗？目前省城只有3

个公墓、陵园推出了树葬，

采用这种安葬方式的，十

几年来只有300多名逝者，

而 济 南 市 区 每 年 约 有

16000人去世。绿色殡葬虽

然优点很多，但让市民接

受起来尚存困难，面临被

边缘化的困境，推广之路

依然漫长，这造成了传统

墓地的刚性需求强劲，为

墓葬暴利提供了空间。

在烟台永安公墓，大量
壁葬用的穴位都空着。

本报记者 刘清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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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殡葬利润少

陵园也不愿推广

在省城，推行树葬等绿
色殡葬的陵园也很少，有的
推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停
了。这是因为绿色殡葬利润
有限，而政府部门的补贴和
政策倾斜不够，造成陵园方
面动力不足。

济南市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殡葬用地需求量的增
加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而厚
葬习俗也给生者造成经济困
境，改革安葬模式、创新殡葬
习俗已越来越被社会认可。

“绿色殡葬价格便宜，老
百姓觉得寒酸，陵园认为利润
空间太小，没有大力建设推广
的空间。”一位业内人士认为，
政府希望推广绿色殡葬，而陵
园经营者首先要保证企业发
展，追逐利润是首位的。目前
市民对绿色殡葬的接受度不
高，市场空间狭小，政府的口
号虽然响亮，但没有实质性的
支持措施，这也造成了绿色殡
葬的推广不够。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孟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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