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公墓

供给充足

低价生态葬遇冷

在绿草如茵鲜花盛开的地方，将

亲人的骨灰深埋于植物下， 降解于泥

土中，与大自然合而为一，让亲人的生

命通过植物延续……生态安葬正成为

后人缅怀逝者的一种可供选择。 成都

商报记者近日通过调查了解到， 尽管

经营性墓地早已提供生态葬等低价安

葬方式，但从十多年的销售情况来看，

市场并不接招。

昨日， 成都磨盘山公墓杨成龙主

任告诉记者， 磨盘山公墓15年前就开

始提供壁葬等新型殡葬服务， 虽然壁

葬穴售价目前仅1200元一个， 远低于

独立墓穴普遍1万~2万元的价格，但多

年来销售情况并不理想。“15年前我

们就开发了200多个壁葬墓穴，到现在

为止才售出100多个。”另外，对于磨

盘山已推出17年的树葬， 杨成龙也颇

显无奈。根据树种不同，树葬售价800

多元至2000多元，但卖得也不好。尽管

生态葬更为经济，节约土地，也更加环

保，然而，记者昨日在走访几大墓地时

发现，受访的近百位市民中，竟然有9

成市民不知生态葬。

对于市面上流传“10年内公墓用

地将会紧张”的说法，成都市民政局社

会事务处副处长王剑平昨日表示，有个

别早期公墓短期内有可能用完，但这样

的危机在成都总体上不会存在。成都市

殡葬协会副会长、长松寺公墓总经理李

崇禄表示，“我们这里不成问题。目前已

有4万多逝者在此安息，（长松寺）公墓

规划的600多亩地，目前只使用了100多

亩，再过20年也不会用完。”

对大多数市民关心的墓地价格，

昨日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这几年

墓地的价格总体稳定， 有低至1000多

元的树葬、 草坪葬， 也有上万元的墓

位， 一般比较高一点的在5万元左右。

“很多消费者给逝者买墓地都尽量选

择最贵的，认为这才是尽孝，其实存在

一定的误区。”尽管公墓供给充足，但

市殡葬协会仍建议市民选择节约用地

的方式安葬亲人。他向记者估算，目前

成都的年死亡率在0.6%左右， 按成都

人口约为1417万计算， 如果都选择占

地1平方米的独立墓位，每年新增占地

在8万平方米以上。从长远看，这肯定

会加剧土地资源的紧张。

成都商报记者 杨舸 胡沛

驾车去动物园

建议从三环经川陕立交前往

清明节即将到来， 交警部门昨日

发布了交通出行提示：清明节期间，交

警五分局辖区的成南高速、 成绵高速

或迎来中短途自驾出行高峰。 请自驾

出行的市民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合

理安排出行时间，错峰出行。交警将根

据车流量适时在三环路成南立交、十

里店路口进行分流， 前往成南高速的

市民朋友可选择绕城高速转换。

前往成绵高速的府青路段， 由于

受地铁3号线一号桥站点施工影响，建

议城区车辆由三环路转换至成绵立交

出城；动物园位于昭觉寺南路，受地铁

3号线动物园站点施工影响，建议车辆

由三环路绕行至川陕立交通过单向进

城到达。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本报联手公墓免费赠鲜花

环保祭扫受市民热捧

清明前夕，成都商报联合金龙山公

墓、天地圣苑、543社工中心联合开展了

“2015大型文明祭祀活动”， 通过向市

民免费赠送鲜花来代替传统的香烛与

鞭炮。昨日，记者前往公墓现场看到，公

墓所在的山上， 烟雾几乎不见踪迹，也

没有鞭炮声。现场负责发放的工作人员

介绍，仅昨天一天，公墓方就准备了300

束鲜花供市民免费领取。对此，不少市

民连连称赞：“文明祭扫，不仅保护了环

境，也带给了去世亲人一份安宁。”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宦小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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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墓人，顾名思义，看管、守护陵墓的人。在小说里，守墓人是

一份神秘的职业，守墓人一定是满头白发，提一个灯笼在墓地穿

梭，还时不时有一阵阴风吹来……那么，守墓人究竟是个什么样

的群体？他们又起源于何时？民俗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

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萧放教授介绍，守墓人自汉朝时期见于

文献记载，《汉书》里有记载，至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这一特殊

职业和群体成为清明祭祀这一古老习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守墓家族：佘家

守墓对象：抗清将领袁崇焕

守墓

300

多年

传到第十七代搬离墓园

1630年， 抗清将领袁崇

焕被处死后， 其麾下一佘姓

部下冒险将袁将军的头颅取

走，葬于自家宅内（如今北

京广渠门内东花市斜街52号

院）， 并留下祖训命子孙世

代在此守墓。 佘幼芝是佘家

第十七代守墓人。

经过佘幼芝夫妇多年奔

走，1984年，袁崇焕祠墓被列

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 袁崇焕祠墓得以大

规模翻修，正式对外开放。佘

幼芝奔走换来了袁崇焕墓的

修缮。然而，根据相关法规，

文物保护单位内不得有居民

居住，不得有烟火。佘幼芝不

得不含泪搬离守了一辈子的

墓园。后来，文物部门在袁祠

里给老人准备了一间办公

室。 佘幼芝由守墓人变成了

一个常人。

守墓家族：白家

守墓对象：清朝亲王僧格林沁

第七代传人

身后无男丁

“得和王爷后裔告个假”

僧格林沁曾率清军在天

津大沽口抵挡英法联军，现葬

于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沈阳

法库县四家子镇公主陵村，一

间小屋、一个小院、一座石碑，

构成了守墓人白庆荣的生活，

就在小屋后不远的地方，埋葬

着清朝亲王僧格林沁。白庆荣

是家族中为僧格林沁守墓的

第七代传人。

白庆荣介绍， 他家先祖

原是蒙古王爷府里的一个管

事， 因犯错被贬到这里来守

墓，本来到期可以回去，但先

祖觉得守墓的差事好， 不受

管束的生活很舒坦， 坚决不

再回去。王爷很不高兴，就命

我家先祖世代在这里守墓。

家族里一直传承着“陵在人

在、 陵毁人亡” 的祖训。他

说，他已年近六旬，老伴已去

世，就有一个女儿，现在在法

库县城打工。他说，守墓是男

人的差事，女孩怎么守啊？看

来守墓的差事到我这里是断

代了。他说，我就是想见见僧

格林沁的后裔。 我身下没有

男丁，守不了了，得和王爷后

人告个假，也算是交差了。

综合南方日报、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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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也流传着宋家守墓的诸多佳话。仁寿

县文管部门介绍，1984年， 仁寿县文物部门考

虑到宋家守墓的需要，配了一支火药枪给宋克

成。据虞丞乡政府、仁寿县公安局介绍，上世纪

90年代，宋克成用火药枪吓退了不少盗墓贼。

其中， 最广为人知的一次发生在15年前。

1999年5月7日凌晨， 一伙盗墓贼仗着人多势

众，宋克成、李正南又年老体弱，居然来盗墓。

听到动静，宋克成让老伴去找村长，自己提起

火药枪与盗墓贼对峙。趁着天黑，宋克成朝空

中放了一枪，盗墓贼听到枪声，撒腿就跑，其中

5人被随后赶来的村民逮住，扭送当地派出所。

此外，60多年来，为了守好墓地，宋克成从

不出远门。唯一一次出远门，是在2000年去河

北看大女儿。因担心墓地安全，待了一周，宋克

成就匆匆回家。2011年3月，宋克成摔伤，加上

年岁已高，需要一位新的守墓人。他有5个女儿

1个儿子，按照祖训，唯一的儿子宋建彬成为守

墓人的不二人选。

2011年，庄严的仪式后，时年42岁的宋建

彬结束打工生活，接过一生守墓的父亲宋克成

手中的火药枪， 成为了虞允文墓新一代守墓

人。交枪时，宋克成将祖训郑重传给儿子：宋氏

不绝，守墓不止；由宋家的长房指定老实忠厚、

有责任心的人守墓；最后一项比较特别：“宋家

守墓，传男不传女，守墓人必须是男的。”

我们对逝者的态度与行为

某种程度上

就是我们活着的世界

真实的投影

祖孙相传14代 为虞允文守墓800年

是遵循祖训守墓，还是为生活外出打工？

一个世代守墓家族的现实难题

宋建彬至今还记得第一天的守墓生活：早

上7点就起床，开始扫地，扫完地，又给墓地除

草。忙活到中午，下午睡个午觉，看看电视。这

让曾在外打工多年的他感觉不错：“打工多累

啊，守墓挺清闲的，有时间享受生活。”

但很快，日复一日的守墓生活就不再是舒

服的享受。“扫墓几分钟就搞定，除草也不需要

每天除”，每天除了看电视和睡觉，几乎无事可

干。宋建彬16岁就外出打工，去过广东、福建，

也算见了些世面。 守墓生活似乎让他有点难

熬。同时，他也感到了经济压力，抽的烟从8块

降到6块，如今已降到4块。

宋克成及父辈守墓时，家中尚有20亩丘陵

地，上世纪80年代，土地减少为6亩，但靠宋建

彬外出打工，生活虽不富裕但还能将就着过。

宋建彬守墓时， 收入除了当地政府给予

1200元/年的守墓费和每月400元的清洁费，加

上父母的社保和种田收入，全家每月收入不超

过2000元。而父母、自己和妻子及孙儿五人的

开销，经常超出2000元。如果算上人情世故的

份子钱，生活更加紧巴巴。未来生活也让宋建

彬焦虑。他说，自己膝下无儿，以后女儿外嫁

后，若只靠社保，显然不能满足养老的需求。

在回家守墓的几年里， 宋建彬时常纠结：

“我是该遵循祖训，委屈自己继续守墓下去？还

是遵循内心感受，出去打工过更好的生活？”

2015年春节，宋建彬接到同乡邀请，到距

家上百里的汪洋镇去做天然气的工程，90元一

天，统一吃住。思索了几天，宋建彬答应下来。

2015年3月1日，临走前晚，宋建彬交代了邓建

群两件事：一是在家把父母照顾好。二是把墓

守好。他特别交待，每天晚上9点多，一定要出

去转一圈，“祖先们守了800多年， 万一有什么

事情对不起祖先”。邓建群点头答应下来。

昨日，在仁寿县汪洋镇，成都商报记者见

到了正忙着更换天然气管道的宋建彬。说起放

弃祖训外出务工，宋建彬脸上堆满愧疚：我晓

得违背祖训不对，谁都不想违背祖训，但屋头

要生活，我又没儿子，还要考虑以后的养老啊。

宋建彬并无一技之长，他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打工这一个月，有事干，有钱挣，这和他内

心追求的差不多。 但有时又会感到一丝愧疚，

甚至在前天晚上通宵失眠， 在思考一个问题：

“毕竟这么多代祖先坚持下来的祖训， 到我这

里破坏了，会不会是一种大逆不道？”

“也许我再打两年工，挣够养老钱又回去

守墓吧。”宋建彬叹气说，也许这是他能想到的

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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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宋家咋回事哦？”“怎么了？咋个媳妇在守墓呢？”“可能要不得哦，怎么对得起祖先！”

近日，眉山仁寿县虞丞乡宋建彬一家人陷入舆论漩涡。人们所说的墓，是南宋丞相、抗金英雄

虞允文的墓。遵循着“宋氏不绝，守墓不止；宋家守墓，传男不传女”的祖训，世世代代，宋家在此守

墓八百多年。按照祖训，目前的守墓者应是4年前“接棒”的宋氏后人宋建彬。但清明前夕，前往虞

允文墓地祭拜的人们发现，守墓人竟是宋家儿媳邓建群。而本应守墓的宋建彬外出务工，至今未

归。人们惊诧了：“坚守了800多年的祖训，怎么说断就断了？”

媳妇替夫守虞丞相墓

八百年的祖训破了

3月31日，眉山市仁寿县虞丞乡玉屏山下，

47岁的邓建群牵着狗， 扛着火药枪出了门，离

家近百米处是南宋丞相虞允文的墓地，也是四

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5岁的宋克成是邓建群的公公，是上一代

守墓人。他说，虞允文死后四年，即1178年，祖

辈们便开始在此守墓，至今已有800多年了。

墓地不大，5分钟就能转完，自从宋建彬春

节后外出务工，守墓，就成了小学毕业的邓建

群每天的必修课。从3月1日到4月1日，邓建群

守墓一个月，没有外出过一次，墓地没有受到

一点破坏，守墓生活风平浪静。可宋克成总觉

得别扭。

2010年，邓建群改嫁给宋建彬，成为宋家

儿媳。根据祖训，她没有资格守墓。85年来，宋

克成看到过父亲守墓， 也看到过儿子守墓，却

从未看到过女的来守丞相墓。宋家世世代代遵

循着“宋氏不绝，守墓不止；宋家守墓，传男不

传女”的祖训。

前来祭拜虞丞相的人也觉得惊诧，他们不

止一次地问过宋克成：你们的祖训不是说女的

不能守墓吗？ 咋个你儿媳妇一个女人家在守

呢？八百多年的祖训怎么就断在你们这里了？祖

先人怕是要怪罪哦？一连串的追问，让宋克成常

常不知如何作答，只好转身走开，留下老伴李正

南打圆场：娃儿打工去了，时代不一样了。

自称守墓800多年

宋家祖先或为虞丞相部下

对于宋克成一家自称为虞允文宋墓800多

年，至今已14代。仁寿县文管部门和当地政府

称， 虞允文墓已有800多年历史以及宋家世代

守墓，这两点都是可以肯定的，在当地也是人

尽皆知，但守墓时间是否有800多年，是否有14

代不敢确定。不过，从仁寿县志上可以查明的

是，清末时，宋家便在为虞允文守墓了，这样算

来，宋家守墓至少有上百年历史。

成都商报记者在《仁寿县志》第710页看

到， 对于守墓有这样的描述：“宋虞忠肃公墓

在治西三十里玉山乡，旧有祠今废，嘉庆七年

正月勘查，墓高五尺，穿心二丈，坟前抵石界

墙，地主看守，邵墪谒虞雍公墓记……” 这段

话的意思是说， 嘉庆七年勘察虞允文墓时，就

有看守，“地主看守” 意为这片地的主人在看

守。”仁寿文物部门相关负责人称，宋家世代

居于此，当时正是这片地的主人，故而可以确

定为宋氏。

宋家与虞允文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何宋家

要为他守墓？对此，宋克成说，祖辈们没有说起

过，自己也没有问过。据虞丞乡政府和仁寿文

管部门推测，宋家与虞家大致有三种可能的关

系： 一是宋氏家族的先人曾是虞丞相的部下、

同朝为官，且钦佩虞允文的官品、人品；二是宋

氏先人本是虞家仆人； 三是宋家就是本地人，

忠厚老实，受当地官府指派为虞允文守墓。

曾用火药枪吓退盗墓贼

祖训传男不传女

外出打工讨生活 却又愧疚到失眠

虽然接班成为宋家新一代守墓人，但现实生活拮据而清苦

守墓还是打工？ 对宋建彬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中国守墓家族

那些人

那些事

守墓， 是用青春来换取

亡魂安息的事业。 一个家族

为人世代守墓在中国其实并

非宋家一家。这些守墓家族，

因某种原因为人守墓并立下

祖训，代代相传，比较著名的

就有以下两家。

3

月

31

日，邓建群扛着火药枪巡视虞允文墓

宋克成带着儿子宋建彬巡视

墓地

4

月

1

日 宋建彬正在工地上干活

成都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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