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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拿不出钱火化 三年后，母亲遗体还在殡仪馆

她变成了编号“冷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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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大中专招生老师15828356763
●招聘中医会脉诊18080043228
●高校诚聘：大专招生老师及招
生主任，敬老师13258213351

求职
●注册会计师兼职15390079867

院校招生
●优质教育资源寻院系合作办学
招生教育投资咨询等84406029

空调修移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
●成百空调冰箱修移86629948

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大金空调厂家直销★86669444

全自动麻将桌
●普通扑克分析仪4009922291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绿化·美化
●转温江60亩园林带桂花银杏等
大树13881883808★13981801777装饰装修
●餐厅、铺面装修13880358023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彩板·钢构
●建钢构彩钢厂房13709006263清洁公司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玉林85566508牛市口84535986疏管掏粪
●专业疏管★抽掏粪8543450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西门专业疏管抽掏粪87734118防水·堵漏
●防水堵漏改水电粉刷85020972搬家公司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空调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废旧★15928958345

●收所有二手废旧13540494440
●收空调桌椅废旧13880991212
●收酒店茶楼设备15528186675
●收空调餐饮废旧13348864767

典当行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汽车转让
●优转公司车数辆13666198747

求购汽车
●求购轿车面包车13880530139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律师服务

●吴律师民婚疑案13281850066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728652工商行业咨询
●专业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建筑资质新办★升级88877719

●专业代办执照资质86531377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注册公司建筑资质67758376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英才专业办执照资质86922599

●低价办照★资质记账87663899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

●诚信婚姻真相询13881761948

启事

●刘娜出生证编l:510149976龙钧浩
出生证编号K:510494344遗失作废
●曾玉学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大庆
路76号石人综合农贸市场7号铺位
(曾二姐鲜切面) 遗失与鑫洪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租房合同

●金牛区辉顺干杂经营部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510106601512035）遗失作废
●新都区新繁镇图兰多家具经营
部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513401196806100827)遗失作废
●阳超2013年8月31日购买学府海
棠2栋1单元304房屋定金收据
0003456，2013年9月7日付房款收
据0002670遗失作废。
● 华 安 财 险 批 单 流 水 号
0600557785申请遗失作废
●本人购保利收据遗失：收据号
0053812、0055085、00118280、
00118311，特登报挂失。
●成都市锦江区蜀老胡记棒棒鸡
店国税正本税号51012519591247
3XA6、地税正本税号5101251959
1219473X12遗失作废
●黄忠小区悦民苑业委会组织代
码证67965734X正副本丢失作废
●管俊杰09年9月12日出生证（母
亲王贝父亲管崇辉）遗失

房屋租售
●玉林商铺47平售18615745343
●东二环浅水半岛2200平一二楼
商业租售，售2600万，2楼1300平招
租65元/平15008234252
●二楼600平出租13350886832黄
●教室办公用房库房87383336

写字间租赁
●优租八宝街精装写字楼1500
平，含全套家具空调13688065846
●庆玲楼梁家巷超低价86927793
●庆玲楼红星路优租86927793
●售一环内写字楼13708025599

营业房
●红牌楼九峰国际商务宾馆转让
18615771631/18683933055
●准现房诚邀分销商：85160667
●双流蛟龙港美食娱乐城商业用
房6000平租,可分租13908063322
●卖加油站眉山13547662277
●小龙桥金爵足疗600平方转让
13228198728,13980807855

酒楼·茶楼转让
●星辉路茶楼转让13908015531

●租或转餐馆茶楼18981853239
●浴足茶坊转/承包18000517979
●转南门盈利酒店18280012158
●急转南500平茶楼13668181955
●八里小区300茶坊15528360673
●西新装茶楼优转13908275461
●营门口350平茶转13540882790
●市中心旺茶楼转13551333946
●青石桥酒店转让，价格面议
电话：13551312121
●转租售新都新建3千平商务宾
馆8元1平和农家乐13402850350
●光华村酒吧22万13540772716
●转商务酒店茶楼18081007398
●肖家河沿街200平茶坊转，可做

餐饮接手盈利15881188319
●盈利营业常态新都区1200平米
大型浴足中心转13730614556
●低转南2千平酒楼15208271531
●北门茶楼800平转13084455958

●大型KTV对外承包13008189338

餐馆转让
●二仙桥2.5环上黄金口岸450平
餐饮转13880905300
●300平火锅转让15528136327
●青羊769平火锅转13688389299

●大丰镇酒店转让18081048699
●30万转300旺餐馆18908209526
●东华门街旺餐转13308077703
●星辉中路180平13982066960
●北900平火锅转让13980711475
●转肖家河100旺餐18228030299
●茶店子南街餐饮黄金旺铺转让
13688334509
●华阳350平火锅转13980895915
●一环内600旺餐转13084449198
●群星路120旺餐转15184337383
●中铁西城旺铺转13540705676
●市中心旺餐转18583965998
●转城西700平火锅15882148047
●耍都900平餐饮转15680107777
●外双楠500平火锅18908070955
●机投460平火锅转15202840373
●无转让费中餐转18281519200
●西门985平火锅租18780248646

目前， 遗体超期存放对殡仪馆

来说，会产生很大压力。东郊殡仪馆

介绍， 冷冻一天的费用是按50元收

取，实际上成本远不止，要考虑到人

工费、24小时不断的电费、 设备折旧

费等诸多问题，一天至少要花100元。

另一个问题是， 殡仪馆冷藏柜

有限，每年一到高峰期，冷柜就很紧

张。 成都市殡仪馆的集体冷藏柜只

有119个， 超期存放的几乎占了一

半。有一年到冬天高峰期，多出七八

具遗体， 最后只好放到单殓房的冰

柜内，待火化了再腾回去。

“遗体不像财产，财产有价、遗

体无价，没有任何依据处理。”成都

市殡葬协会副会长谢应生说， 基本

上这个行业都是通的， 大家不敢随

意处理，都很小心，能够火化的一般

都有依据。

目前，要火化一具遗体，需要具

备几个条件。 针对非正常死亡遗体，

要由公安机关出具火化证明，家属到

服务总台办理火化手续， 凭火化证

明、死者身份证、经办人身份证，领到

一张火化通知单，待上面死者基本信

息全对上了， 经办人就签字确认。而

正常死亡的，则由医院、公安机关出

具死亡证明， 到总台办相应手续，

“上述所有证明，缺一不可。”

如果擅自处理超期存放的遗

体，殡仪馆可能面临法律、伦理等方

面的责任。 东郊殡仪馆曾遇到一个

个案，一具男子死在青海，遗体存放

该馆，3年后家属找来， 光是冷藏费

就是好几万，最后给了6000元火化。

“当时就很感慨，万一家属找来了，

尸体没了， 肯定要扯皮。” 对于后

果，他们不敢设想。

成都市殡仪馆业务科负责人黄

楠介绍，两个月前，民政部、公安部

派出专家到该馆调研， 就目前殡仪

馆遗体超期存放的问题进行摸底。

当时他填了一份调查问卷， 就现状

向专家做了反映， 专家给予了高度

重视。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一名人士

分析，要让超期存放遗体“入土为

安”， 最好的办法是调整现有法律

法规，增加应对条款，解决遗体超期

存放问题。

今年清明节，没有一个人去探望郑玉明

她仍旧躺在东郊殡仪馆的第

172

号冷藏柜中，生命定格在

60

岁。冷柜长

2.4

米、宽

0.5

米，她在里面已经躺了

3

年。陪伴她的只有

源源不断的冷气、 漫长的黑暗和每天定时来巡查的工作人员，但

是没有亲人的探望。

东郊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 他们曾经多次联系死者的儿子，

但对方一直不来办理火化，“中国人讲‘入土为安’，很希望老人某

一天能在地下安息。”

遗体放了三年 家属却不露面

说起郑玉明的名字，东郊殡仪馆的许多工

作人员大多有印象。

“一名六十来岁的婆婆。”工作人员们至

今仍记得，老人2011年2月溺于锦江，捞起时全

身浮肿， 面容难辨。3年多前寄存在冷柜中，编

号“冷172”。最初前夫还来辨认过遗体，儿子

也来过一次。但到后来，再没有一个人来探望。

平时，只有值班人员从她身边经过，拉开抽屉，

看看腐蚀程度有无变化，太厚的冰霜是否盖住

了她的身体。

现在馆里能够说明“冷172”身份的，只有

两份材料：一份是由书院街派出所出具的《尸

体保存通知书》， 另一份是张手写的小纸条，

上面有其儿子冯先生的手机号。工作人员们回

忆，冯先生最初还会接电话，后来干脆直接挂

掉，完全是一副“撒手不管”的态度。因为没有

家属授权，东郊殡仪馆无法处理遗体，只能一

直冻在冷柜里。

没有火化 因母亲低保费取不出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家属迟迟不来火化遗

体？前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死者的儿子冯

先生。 听说遗体仍在馆里， 他显得有些吃惊，

“都过这么久了，我都以为殡仪馆处理了。”按

照他的解释，他当初没给母亲火化，是因为一

笔低保费。

冯先生称，母亲去世后，他们查询到她的

低保卡上还剩2350元。他去殡仪馆问过，办完

所有火化可能要花1400多元。

“当时我一分钱都没有，就想靠这2000多

元为母亲办后事。”冯先生称，去银行取钱时，

对方要求他办理公证， 就必须所有继承人到

场，最终没办下来。

冯先生称， 父母共生下5个儿女， 两个夭

折、两个很小就送人。父母在他10多岁时离婚，

他判给父亲。母亲后来再婚，但生活并不幸福，

晚年更是经常流落街头，捡垃圾为生，他上一

次看到母亲还是1999年。

即使拿不到这笔低保费，能不能哪怕是借

钱火化遗体，让母亲入土为安？冯先生说，他当

年经济太困难了， 根本拿不出钱来，“我们那

阵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爸睡大街，我就住朋

友家，找谁借钱呢？”

一名曾在华兴街社区工作过的人员证实，

当年是她为郑玉明办的低保，人去世后卡上还

剩下2000多元。冯先生说，这笔钱最终没取出

来，对他打击很大，他干脆也不管了，“也许拖

久了遗体就火化了。”

冷冻费超5万 殡仪馆考虑部分减免

既然得知母亲遗体还没火化，下一步有什

么打算？冯先生说，他最近两个月可能会考虑

去一下殡仪馆，“这辈子我妈过得太苦了。”

冯先生说， 这几年来他一直辗转各地打

工，干的都是门卫等没什么技术的活路，待遇

低，基本上没什么积蓄。现在他在一个小区做

保安，每个月有2000多元工资，父亲只有几百

元低保，这点收入仅够两人开销。

前晚， 他把成都商报记者带到自己的住

处，光华大道一套廉租房内，房屋为套一，他住

卧室，父亲睡客厅。对于前妻的后事，冯父态度

鲜明，“我管不到。” 冯先生的亲妹妹李女士

说，她几个月大就被抱走了，和生母毫无感情，

同样不想管这件事。

冯先生说， 所有后事只能落在他一人身

上，“最担心的还是欠了太多，我怕给不起。”

“遗体保存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据东郊殡仪馆介绍，一具遗体每天的冷冻费

用就是50元，3年下来光是这笔费用就超过5

万元。他们表示，其实冯先生不用太担心，郑

玉明的户口是在锦江区，按照2010年该馆的

政策，可以进行一些减免，至于其他费用，他

们考虑打报告申请能否进一步减免，“不管

怎么说，希望家属至少能露个面，给死者一

个交代。”

至于那具存放最久的遗体， 工作人员扳

起指头说，2001年这具遗体入馆时，殡仪馆还

在群众路，2004年跟着搬到琉璃场，2008年再

搬到如今的大安桥，“工作人员都换了几拨

了，他还在殡仪馆里。”

他躺在编号为“冷74”的冷柜中，但是13

年来，他就像从没来过这世界一样，被人彻底

遗忘在这里。他有没有亲人？他们为何不来看

望他？……工作人员说，他们也不知道答案。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遗

体超期存放？ 成都市殡仪

馆、 东郊殡仪馆的工作人

员总结了多个原因。

在成都市殡仪馆，有

多起是因为存在医疗纠

纷。 工作人员印象深刻的

是， 一个婴儿在某医院死

亡后，在该馆放了七八年，

反复打官司后， 终审仍然

败诉，最终还是火化了。该

馆的存放标准是54元/天，

光冷冻费就是10多万元。

有的是家属之间，因

为在分摊丧葬费用、 财产

继承等问题上产生冲突，

不愿签字火化遗体。 有的

是死者和家人本身存在矛

盾，他们死了后，家属根本

不想和他们有任何瓜葛。

还有的是三无人员，比

如医院送来无法查实身份

的、猝死的流浪人员、江河

水塘捞起的浮尸等，处理时

根本找不到家属签字。

儿子冯先生：都过这么久了，我都以为殡仪馆

（把遗体）处理了。他说，母亲晚年经常流落街头，

捡垃圾为生，他上一次看到母亲还是

1999

年。

女儿李女士：我几个月大就被抱走了，和生母

毫无感情，同样不想管这件事。

是什么，

让他们变成了

编号？

他们，也孤独地变成了一个个编号

孤独躺在冷柜中的，不仅仅是郑玉明。

在东郊殡仪馆的集体冷藏柜中，还有

69

具常年无人认领的遗体，超期存放在馆里。保

存最长的一具遗体，是

2001

年

1

月

7

日入馆，长达

13

年；位于北郊的成都市殡仪馆内，目前

超期存放了

52

具遗体，最久的一具是

2007

年

7

月入馆。

成都市民政局

2011

年曾做过一次统计， 全市所有殡仪馆超期存放遗体有

200

多具，

“现在的数据只能是‘有增无减’。”

200多具遗体超期存放

最长的13年

17岁的少年，孤独躺了7年

“2007年，市内某商场发生一起命案，

一个保安才17岁， 很可惜死了。 送来的时

候，家属们要求不准火化。他们要求凶手和

商场方赔偿，达到要求才火化，结果一直拖

到现在。” 东郊殡仪馆一名工作人员说，少

年长什么样子，他都模糊了。他遗憾地说，

整整7年，孩子送过来后，家属几乎就消失

了，再也没见过他们的面，也不知道这件事

最后谈妥没。

现在，就连家属们的电话也找不到了，

少年成了一串编号：冷110。

工作人员都换了几拨

他还在殡仪馆里

民政部、公安部

曾派专家调研

“冷110”

“冷74”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关注成都遗体超期存放问题

成都市殡仪馆，超期存放

遗体的名单和资料

冷藏柜标签显示遗体存放时间为

2008

年

9

月

3

日

成都市殡仪馆工作人员查看超期存放遗体的冷藏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