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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一米七，五官精致，身材窈窕，笑

起来还带着浅浅的酒窝——这是见面时，

姜琼宇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这样一个女孩，却选择了许多人都避

之不及的工作——殡仪馆礼厅司仪。“世

间最悲痛的是生离死别，我的工作就是为

逝者送别，抚慰生者。这是一个充满温情

的工作。”她这样理解并不断向外人解释

自己的工作。

20岁那年，姜琼宇中职学校毕业后，

因为形象好、气质佳，顺利应聘到浦东殡

仪馆担任礼厅司仪。然而，思想较为传统

的父亲却不赞成女儿做这份工作。“其实，

我的工作虽然是为离世的人送行，但更多

的是给予其亲属一份抚慰的力量。我也

用了几年时间向父亲证明这份工作的重

要性，家里人现在都已经完全理解并支持

我。”姜琼宇告诉记者。

记者采访当天，姜琼宇刚结束上午第

一场追悼会。“刚才主持的告别仪式，逝者

是一名 60多岁的外地男性，他的家人为

他举行了一个简简单单的仪式，送他最后

一程……”姜琼宇说，“主持了 12年的殡

葬仪式，每次我的心情都很难过。但在主

持过程中，我却要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

安慰丧者的家属，让仪式得以继续下去。”

姜琼宇一直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服

务员”。她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包餐巾

纸。每次主持时，看到逝者家属致答谢词

时因情绪无法控制而泪流满面，她会递上

一张纸巾，在他们耳边轻轻地说：“请节

哀，后续的事情还需要由你来处理。”就是

这样一个个暖心的小举动，抚慰了家属的

情绪。

前不久，她主持了一场一名因患白血

病而过世的5岁小姑娘的告别仪式。仪式

还未开始，孩子的父母就抑制不住地痛哭

起来。为了稍稍缓解家属的情绪，她询问

了孩子生前最喜欢听什么音乐后，在礼厅

里循环播放着动画片《冰雪奇缘》的主题

曲。仪式结束后，孩子的父母向姜琼宇连

声致谢：“谢谢你，让孩子走得安详！”

工作久了，姜琼宇耳边听到太多的哭

声，有时甚至出现“幻听”：“有时候，当一

个人站在空旷的礼厅里，耳畔总是感觉仍

然听到哀乐声、哭喊声，太让人揪心了。”

对于这样的“职业病”，姜琼宇的“治疗方

法”是多想快乐的事情，让自己忙碌、充实

起来。

2018年，对于姜琼宇来说，是异常忙

碌而充满挑战的一年。除了平时的追悼

仪式主持外，她还代表浦东殡仪馆参加了

全市、全国的职业竞赛。

“比赛更注重选手综合能力的储备和

运用，我通过参加各种比赛找到自身差

距，在以后的工作中努力补齐短板，不断

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和素养。”姜琼宇

说。正是这种谦虚好学的性格，让她在很

多比赛中获得了奖项。

今年 10月至 11月，第八届全国民政

行业技能竞赛殡仪服务员职业竞赛举

行。她一路过关斩将，凭着扎实的功底与

艰苦的赛前训练，荣获了个人二等奖、团

体三等奖。

姜琼宇主持仪式的礼厅，名字叫“蒲

公英厅”，她所在的团队叫“蒲公英”队，曾

获评上海市民政系统十佳服务品牌。她

很喜欢蒲公英，“蒲公英给人一种非常阳

光的感觉，当它绽放后，将成为爱的信使，

播撒希望。我希望自己成为绽放的蒲公

英，不仅要让逝者走得安详，更要让生者

心怀希望，勇敢地活下去。”

有这样一群人，在守望生命的终点。他们的身上，总是穿着黑白两色的
衣服；他们的脸上，总是敛起笑容、神情肃穆。

因为他们的送行，让逝者拥有尊严，让生者获得慰藉；因为他们的守护，
让逝者得以安息，让生者得以安心；因为他们的坚持，生态葬被广泛推行，文
明祭扫掀起新风。

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4名浦东殡葬从业者，他们中有主持殡葬仪式的司
仪，也有默默守护陵园的“守陵人”。无惧世人忌讳的眼光，尽心做好自己的
事业，他们用真心与温情诠释着这份职业。

□本版撰稿 记者 司春杰 实习生 陶毅雯 本版摄影 记者 司春杰

冬至前夕，陆辉一早就来到海港陵

园。在外公外婆的墓碑前，他摆上两束鲜

花，轻声地说道：“外公外婆，过几天就是冬

至了，我工作会很忙，提前来看看你们。我

现在就在海港陵园工作，会经常来陪你们

的……”

6年前，陆辉选择到海港陵园工作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外公外婆都葬

在这里。“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自小跟他

们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以前工作地方远，

来一趟不方便。但在陵园工作后，就可以

经常来看望他们了。”

陆辉的主要工作是业务接待、售后服

务。其中，骨灰“动迁”接收工作，难度最大。

随着城市化进程，一些乡镇的骨灰存

放安息堂要“拆迁”，传统的土葬棺材也要

迁移。海港陵园主要负责接待并安置泥城

镇、南汇新城镇、书院镇、万祥镇 4个镇的

“动迁户”。尽管政府已经做过“动迁”前期

工作并做了许多政策宣传，但在选择壁葬

位置、举行骨灰葬仪式时，家属还是会有各

种不满意甚至提出无理要求。

为了保证公平，海港陵园对“动迁户”

采用抽签的方式来选择壁葬位置。“有的家

属抽到不满意的位置，就不乐意了，抽签一

次不算，还要抽第二次。这时，我们就要安

抚家属的情绪，劝他们尽快让丧者‘落葬为

安’。”陆辉说。

“我们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稀少，希望越

来越多的人能采用节地生态葬式。”陆辉在

业务接待时，还不遗余力地向客户推荐“节

地生态葬”。他介绍，除了壁葬、花坛葬等

葬式的创新外，海港陵园还推出了可降解

的环保骨灰坛——采用玉米浆制作而成，

盛放骨灰后埋入土里，三四个月后就会自

然风化，真正地做到与自然融合不污染环

境。

随着“文明祭扫”的推行，陆辉以身作

则，从自家开始做起。“我家亲戚来看望外

公外婆前，我都先在墓碑前摆满花束，他们

看了很欣慰。而且，墓碑前也没有位置再

去放锡箔纸、蜡烛了。慢慢地，大家也就习

惯了鲜花祭扫的形式。”

“音乐祭扫，是我们推出的一项创新形

式。截至目前，已开展33场。”陆辉向记者

介绍，“现在的年轻人，对文明祭扫接受程

度越来越高，甚至提出个性化需求。去年

冬至前夕，海港陵园请了几名音乐学院的

学生，为预约客户演奏《茉莉花》《出水莲》

《春江花月夜》等民乐，受到了广泛好评。”

让他记忆最深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

的女儿在花季的年龄患病离世。因为女儿

生前最喜欢民乐，他们就请海港陵园为女

儿准备了一场特殊的“演奏会”。

“不论选择哪种‘文明祭扫’的方式，

对家人的守护是不会改变的。”陆辉说。

“你毕业于名牌大学，学的又是理工

科专业，为何一毕业就选择了陵园业务接

待工作？”这是黄杰刚到汇龙园陵园工作

时，身边的朋友们对他的选择无法理解而

提出的疑惑。

“这里于我而言，除了景色还是景

色。”从不相信“鬼神论”的黄杰觉得，汇龙

园远离了都市的喧闹，为逝者提供了一个

安静的栖息地。这里处处有美景——展

翅的白蝶、振翼的蝙蝠等膜结构小品，生

动有趣；咖啡色木质六角亭，别具一格；人

工河蜿蜒流淌，风光绮丽……

帮客户办理业务、解答客户疑问、做

好售后服务，是黄杰的主要工作内容。对

于客户提出的各种需求，他总是想方设

法，尽力满足；对于客户投诉，他总是认真

倾听，协调处置问题。

今年 6月，一名丧者亲属来办理“上

海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请手续时，事

前未对此项政策予以充分理解，只带了自

己的相关证件前来。因为不符合“代理人

必须携带个人和申请对象授权书的相关

证件”，而无法当场办理。焦急的她解释

说：“申请人由于身体原因无法来办理，而

且现在居住在外地，实在赶不及回家去拿

了。”黄杰得知事情原委后，先照常为她办

理补贴，让她随后将申请人的相关证件都

寄过来，再由他来代办后续事宜，让客户

省了奔波之苦。

“黄杰虽然只有 29岁，但他的成熟稳

重已经远远超出他的年龄，是特别靠谱的

小伙子。不管是业务接待的工作，还是活

动的主持，他都能做到尽善尽美，这是特

别不容易的。”汇龙园办公室主任范华美

说。

今年11月20日，国内首个以“生命晶

石”为载体的微占地公益存放项目——

“藏晶苑”，在汇龙园正式启用。

“藏晶苑”启用至今，汇龙园已经举办

过近 10场集体落葬仪式，其中黄杰主持

了 7 场。“‘藏晶苑’启用后，一直备受政

府、媒体、殡葬行业的关注，每次落葬仪式

我们都非常重视，让黄杰来主持，我们最

放心。”范华美说。

在工作中，黄杰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事事干在前、处处抢在先。除了园内大

型活动的主持，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他

主动参与光明集团和市民政局组织的各类

公益竞赛活动。今年夏天，黄杰参加了光

明集团举办的主题为“因为光明 所以温

暖”的演讲大赛活动，经过层层竞技选拔进

入了总决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我希望，通过各种类似于演讲比赛

等活动，不断锻炼自己的能力；同时能够

通过我讲述工作中的各种故事，让更多人

了解现代墓园的现状，让大家对‘守陵人’

的印象不再局限于电视剧里。我相信，随

着现代墓园向公园化的发展，随着我们服

务不断提升，随着宣传的深入，大家会改

变对殡葬人原有的观念。”黄杰说。

“做善良的人，做善良的事。”这是宋

金珂的自我要求，也是她对自己职业的理

解。

南汇殡仪馆司仪——这就是她的职

业。从殡葬仪式策划、礼厅布置，到司仪主

持，对于殡葬“一条龙”服务，才 20多岁的

宋金珂做起来有条不紊。“殡葬仪式，是庄

重而沉痛的。每一场仪式，我都会尽心策

划、主持，希望逝者安息、生者安慰。”她说。

说起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宋金珂说，

“应该是一个误解。”

在当年填报高考志愿时，宋金珂写上

了“长沙民政学院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

业”。那时的她，对于这个专业根本不了

解，选择的原因是“听说这个专业可以学书

法和插花，这正是我最喜欢的。”

宋金珂原本以为，大学的日子就是在

写写书法、插插花篮中度过；毕业后也不一

定要去殡仪馆工作，也可以到民政部门坐

办公室。没想到，大一暑假，她和同学们被

安排到一家殡仪馆实习。

刚实习的前几天，宋金珂和其他同学

一样感到害怕，每天都惴惴不安。

有一天，一对小姐妹的遗体被推了进

来。孩子的母亲，颤抖着双手，想要给女儿

扎上辫子，却怎么也扎不起来。无奈之下，

她向殡仪化妆师求助。在场的殡仪化妆

师，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师傅，也不会扎辫

子，就问站在角落里的几个实习生：“谁能

给孩子扎一下辫子？”

当时，几个实习生谁也不敢站出来。

在场的工作人员小声谈论着：原来，小

姐妹在河边玩耍，9岁的妹妹不慎落水，11
岁的姐姐试图伸手去拉，但没能拉上来，自

己也跟着滑进了河里。他们的父母虽然距

离不远，却因为发现晚了，等打捞上来，两

个孩子已经溺水身亡……听到这里，宋金

珂忍不住站了出来，说：“让我试试吧！”

“这是我第一次直面丧者，看着小姐妹

俩苍白的脸，我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眼前

一直浮现姐姐伸手救妹妹的场景。我很仔

细地给她们扎着辫子，只想着让姐妹俩漂

漂亮亮地离开。”宋金珂说。当辫子扎好后，

孩子的母亲向宋金珂跪下来，嘶哑地说：

“谢谢，谢谢你。”

一次善良的举动，让宋金珂改变了原

来的想法。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广东省中

山市殡仪馆工作，三年后转到南汇殡仪馆

担任司仪一职。

“为丧者家属多想一点儿，会让他们心

里多一些宽慰。”宋金珂在每次主持之前，

都会跟丧者的亲属做好沟通工作，对于一

些个性化的要求也想方设法地满足。为了

提高服务技能，宋金珂在业余时间继续学

习艺术插花、毛笔书法和绘画，并拿到了艺

术插花中级证书和书法八级证书。

当别人问及自己的职业时，宋金珂从

不遮掩。她希望，“以后提起这个行业时，

大家可以不再避讳，我们做的是善良的

事。”

守望生命终点
——浦东殡葬从业者的故事

现代“守陵人”

绽放的“蒲公英”

做善良的人 做善良的事

爱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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