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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开发区建免费祠堂引导丧葬新风

不不再再土土葬葬，，44330000逝逝者者入入室室为为安安
本报滨州4月1日讯（记者 宋

立山） 如果安葬8万名逝者，需要
多少土地？假设每个墓穴占地1平方
米，那么至少需要8万平方米。然而，
滨州市经济开发区只用了3500平方
米。他们建免费公益性祠堂，设置立
体格位，把逝者从地里“请”到屋里，
从墓穴“请”到楼上，引导居民逐步
形成“入室为安”的新风气。

滨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局
局长韩向成说，原来开发区没有公
墓，老人火化后要埋到地里，影响
环境，也浪费土地资源。2012年8
月，开发区以旧村改造为契机，投
资1600万元建成人民陵园。陵园由
烈士墓地和两个祠堂组成，建筑面
积达3500平方米。其中，这两个祠
堂成为节省土地的大“功臣”，祠堂
容纳4万多个骨灰盒格位，每个格
位可安放两个骨灰盒。

“开发区平均每年死亡600多
人，陵园能够满足辖区居民未来数
十年的安葬需求。”韩向成说，“陵
园投用当年，就安放了2000多个骨
灰盒。截至目前，已经覆盖19个行
政村，共安放4300个骨灰盒。其中
有近百人系陵园建成以后新近死
亡，并选择安葬于此。”

陵园负责人胡建林说，祠堂采
用立体式格位，一排格位能放260
个骨灰盒，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小
房间，就能让上千名逝者安息，要
是都挖墓穴，至少得用掉一亩地。

“根据目前的推行情况，每个
骨灰入室的中型村可以节省30亩
土地，辖区一共188个行政村，将来
实现全覆盖后，预计能节省5000亩
土地。”韩向成算了一笔总账。

免费祠堂对当地民众来说，可
以节省丧葬支出。3月25日发布的

《殡葬绿皮书(2014-2015)》显示，
目前，北京地区的殡葬消费平均达
到42837元，其中公墓消费约占整
个殡葬消费的87 . 5%。这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死不起”其实跟旧的丧
葬习俗有很大关系。

滨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
长王晓红从老百姓的角度算起经
济账。她说，以前在农村，父母去世
后，子女若不厚葬，会有道德压力。
如今，从火化场直接运到人民陵
园，在当地已形成一种新风气，不
用像过去守灵三天、大摆宴席，少
则能节省几千元，多则数万元。此
外，如果去经营性公墓购买墓穴，
便宜的三五千，贵的好几万。这两
块加起来，将节省一大笔费用。

陵园负责人：

有有老老人人主主动动
把把老老伴伴安安葬葬祠祠堂堂

66岁的李秀娥和65岁的杨秀芹都是滨
州市开发区杜店办事处北街村人，两人均有
长辈长眠在开发区人民陵园的祠堂里。说起
骨灰入室，她们竖起了大拇指。

“我的姥爷、姥姥和舅舅都迁坟了，骨灰
重新安放到祠堂里了，我一把年纪了，再也
不用到荒草堆里上坟。”杨秀芹说，旧村改造
前，村周边到处都是分散的坟头，赶上下雨
上坟，走羊肠小道，一脚水一脚泥，非常不方
便。而冬天上坟时，坟地周边都是一米高的
荒草，容易引发火灾。“发生过很多次火灾
了，一烧就是一大片，扑都扑不灭。”

杨秀芹说，如今在人民陵园，每到祭扫
时，孩子开车把一家人拉过来，到祠堂取出
牌位，放到室外的专门祭祀区，一样可以烧
纸、点香。

“我父亲去世得早，前几年因为占地碍
事，父亲的坟起过三次，我剜心地难受。祠堂
建好后，我们把父亲的遗骨重新火化，安放
到祠堂。这里环境好，为什么非得葬在荒草
丛里呢？骨灰可以长期安放在祠堂里，父亲
终于可以安息了。”李秀娥说。

去年，李秀娥90岁的老母亲去世，她又
把母亲的骨灰送到祠堂，跟父亲团圆。

本报记者 宋立山

省民政厅：

今年底每个县至少

建一处公益性公墓

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有关工作
人员介绍，城乡公益性公墓包括公
墓、骨灰堂、骨灰塔、骨灰楼以及骨
灰入土植树纪念林、纪念花坛、海葬
纪念碑等，总体来讲目前还相对匮
乏，由于缺乏节地生态骨灰安放设
施，全省实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比例
仅占全部骨灰安葬数的10%。

根据我省的整体规划，到2015
年底，每个县(市、区）至少规划建设
一处城市公益性公墓，20％的乡镇

（街道）至少建有一处农村公益性公
墓，现有公益性公墓实现规范化管
理；到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公益性
公墓覆盖全部乡镇（街道）和村

（居），城乡居民的骨灰安放需求得
到有效保障，公益性惠民殡葬服务
体系进一步完善。

根据要求，公益性公墓要以骨
灰入室安放、树葬、花葬、草坪葬等
方式为主，地表不留坟头或立碑。即
便是立碑安葬的，墓碑主要采取卧
碑方式，碑长不超过60厘米，碑宽不
超过50厘米，厚度不超过15厘米，倾
斜度不超过15度，每个墓穴不得超
过0 . 5平方米，双穴不得超过0 . 8平
方米，墓穴间距不得大于60厘米。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殡葬行业腐败高发，尸体袋和鲜花采购均可拿回扣

火火化化工工为为收收钱钱，，造造假假尸尸体体““火火化化””

入土为安是几千年的传统丧葬习
俗，在农村更是根深蒂固。滨州市经济开
发区社会事务局局长韩向成说，刚开始
群众存在不少抵触情绪，村干部普遍反
映，工作非常难做。

传统的、文化的东西不能强迫改变，
只能用文明的方式去引导。韩向成说，一
方面，辖区2012年实现了殡葬惠民全覆
盖，凡属开发区户籍的居民去世均可享
受600元基本殡葬补贴，在人民陵园，骨
灰免费安放、免费管理，群众不花一分
钱；另一方面，既然到村里难做工作，那
就把群众请到陵园来参观，让他们亲眼
看到，先人入室同样可以安息。“村民过
来一看，祠堂像宫殿，陵园像花园，逐渐
就接受了。”

陵园负责人胡建林说，从刚开始进
村、入户宣传，到拉群众来参观，确实费
了不少周折，但是这些工夫都没有白费，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改变旧观念，尤其是
一些老人对新风气的接受速度，超乎他
们的想象。“就在前两天，陵园附近小区
的一位老大爷过来找我，他经常骑自行
车在附近逛，觉得祠堂很不错，自己的老
伴去世了，想让她在这里安息。”

村民：

父父亲亲遗遗骨骨
终终于于不不用用再再搬搬家家了了

清明临近，一些地区被曝殡葬收费高昂、暴利惊人，百姓抱怨“死不起”。这背后是近年来各地
殡葬行业职务犯罪高发，且往往是窝案、串案。

滨州市经济开发区陵园的祠堂里，工作人员为每个存放骨灰盒的格位精心编号，一个格
位可以安放两个骨灰盒。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摄

乱象1
骨灰盒毛利率超５０％

不收回扣成异类

遗体存放、火化等“基
本服务”政府限价，利润空
间很低，但“选择性服务”的
操作空间较大，有些殡仪馆
主要依靠卖骨灰盒、灵堂出
租等衍生产品获利。

据业内人士介绍，一个

成本价在２００元到３００元的
普通骨灰盒，市场售价５００
元左右，但进入殡仪馆后，
售 价 上 千 ，毛 利 率 超 过
５０％。而售价数千上万元的
骨灰盒，利润率更超１００％。

骨灰盒要想进入殡仪

馆销售，都得打通殡仪馆馆
长这关。武汉市青山区殡仪
馆原馆长李莉多次收受骨
灰盒等供应商贿赂，她供述
称，在采购骨灰盒等方面收
回扣是整个行业的风气，

“不收会成为异类”。

乱象3
民政部门和殡仪馆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专家分析认为，殡葬领
域贪腐高发，根源在于政企
不分、管办不分。一些地区殡
仪馆属于民政部门下属的二
级事业单位，甚至民政局殡
葬管理处与殡仪馆是“一套
人马、两块牌子”。

武汉市民政职业学院教
授钟家旺说，丧葬领域目前
多地并未对社会资本完全放
开，但殡仪和公墓都可经民
政部门审批，民间投资兴办
经营。而实际操作中，社会资
本兴办殡仪馆往往在审批等

方面遇到一些障碍。
湖北安陆市４名群众去

年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兴
办一家殡仪告别厅，被告知

“尚无法规支持”，就始终未
能获批。

据新华社

·殡葬新风

乱象2
不集中招标

指定纸棺鲜花销售

多地殡仪馆不法人员敛
财手段多多。

——— 指定纸棺、鲜花销
售。公办殡仪馆向丧户出售
的纸棺、鲜花等用品，不需集
中招标，成为“吃回扣”核心
业务。广州增城市殡仪馆原
馆长、原副馆长和一家纸棺

材供应商合伙，生产纸棺直
供殡仪馆，７年受贿２５万元。

——— 虚开发票躲避监
管。山东沂南县殡仪馆原馆
长张峰在在购买尸体袋中贪
污３．７万多元。张峰供述，殡
仪馆购的尸体袋，他每条回
扣两元，还和供应商串通“降

低”采购数量，提高单价。
——— 制造假尸体和假

证明。各地假火化、真土葬现
象频现。山东沂南县殡仪馆４
名火化工与两名运尸工，使
用秸秆等造假尸体进行火
化，帮６０多个逝者家属骗取
火化证，受贿２０多万元。

推广生态殡葬多年

仍遇传统观念阻力

又到了清明时节，我省各地都
在积极推广生态殡葬，但徘徊在传
统习俗与环保节地理念中间，生态
殡葬还亟待突围。

农村沿袭土葬

有公墓近半闲置

德州已推广近10年生态殡葬，
尽管全市每年约有30000具遗体火
化，但选择生态殡葬的人少之又少。

“暂时没有推出任何生态殡葬
形式。”临邑县逸安公墓工作人员
称,临邑本地故人离世主要安放在
各村沿街土地上，选择安放在公墓
里的很少。目前园内已建好墓地约
400块，但仍有一半左右处于空置状
态。询问树葬、花坛葬的更少。

德州市福山陵园几年前曾推行
树葬，但令人遗憾的是，市民对此种
形式不认可，后来便不再经营该项
目。

除了树葬草坪葬

还开辟出壁葬

泗水民政局在其管理的公墓积
极发展生态殡葬。泗水县无影山公
墓的草坪葬是市民选择最多的生态
墓葬，草坪葬的墓碑由立碑变为卧
碑，占地面积很小，墓位旁种有小
树、鲜花，有的放上一块天然石，刻
上逝者的生平，和周围环境浑然一
体。除了草坪葬外，壁葬也成为越来
越多的市民选择，在专门设计的墙
壁上建成一个个墓穴，价格比较适
中。

无影山公墓主任张敬华告诉记
者，目前已经有60多套生态墓地得
到了使用。

另外，公墓依托自然环境，充分
利用墓区内的自然树、自然石、石洞
建设生态墓穴，开辟建设了艺术生
态墓区。

本报记者 李榕 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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