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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林

内容提要 如何提供价格合理的墓地应为老年福利体系建设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当前

我国城市墓地危机亟需解决。从现代化的理论视角分析，西方工业化国家墓地危机是其殡葬

改革的契机，我国近现代以来的墓地危机伴随着殖民主义文化冲突、现代殡葬制度初步设计以

及系统的殡葬改革，当前城市墓地危机主要表现是墓地的数量不足与价格虚高甚至导致死无

所葬。墓地危机是殡葬改革的转机，本文运用文化转型的理论，认为传统殡葬文化中祭祀文化

转型是解决墓地危机的关键。在系统殡葬改革基础上，探索家祭文化的发掘与规范，公祭文化

的培养与拓展，以及社会组织的整合与引导，以期促进祭祀文化转型从而解决城市墓地危机，

抓住殡葬改革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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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林，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 北京 100872)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墓地危机

( 一) 西方墓地危机及其殡葬改革

“1839 年伦敦外科医生沃克提出的墓地危机

理论”受到英国议会的重视。这种所谓的危机首

先主要是从卫生角度界定的，其次危机表现是死

无所葬。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

展促使城市现代化加速，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首

先带来的后果就是教区墓地的供不应求 ( 王广

坤，2012) 。“在欧洲和美国社会，随着死亡人数

绝对量的不断增加，传统处理遗体的方式不再合

适和有效，出现了普遍性的‘埋葬危机’( burial
crisis) 现象，这几乎成为所有工业化国家面临的

社会问题( 赵挺，2010) 。”
西方国家的殡葬改革始于政府对教会及私人

提供的殡葬服务进行管理。如前所述，政府加强

殡葬管理有利于保证良好的公共卫生状况。通过

在死亡登记、遗体处理、埋葬管理、墓地建设等环

节的立法，政府强化殡葬管理，特别是建立公墓，

有侧重地明确政府、市场及社会团体在殡葬服务

中的定位与作用，形成不同风格的殡葬管理服务

模式，包括市场化主导模式( 如美国) 、市政模式

( 如西欧国家) 、教会主导模式( 如瑞典) ( 赵挺，

2010) 。西方国家殡葬改革的重要特点在于民众

殡葬观念的变革与殡葬改革的指导思想即科学理

性的一致性。
( 二) 现代化与我国城市墓地危机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开始并未出现西方所谓

的墓地危机。上海最早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墓

( 陈蕴茜、吴敏，2007) ，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民

国政府始终未完全建立城市公墓及其相关制度

( 王先明、王琳，2013 ) 。这一时期城市墓地危机

主要表现是以殖民主义者为代表的西方公墓理念

与我国传统殡葬设置之间的文化冲突。殖民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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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移除义冢、殡舍等国民坟墓设施来扩展其租界

范围，并排斥中国人入葬外国人公墓。另外，这一

时期的墓地危机表现在国家殡葬改革的失败，特

别是在现代公墓及其制度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殡葬改

革工作。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土葬改革方面率先垂

范，城市殡仪馆、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等相关殡

葬设施与制度很快建立起来。至改革开放前的这

一时期，我国城市墓地危机几乎不存在。首先源

于城乡二元体制。对城市人口发展的严格限制与

死亡率的进一步降低，使得城市墓地的供求压力

较小。其次源于政府对殡葬的严格管理。在单位

体制下，城市与城镇居民的殡葬工作完全由各个

单位组织实施。一方面这种服务带有公益性质，

另一方面避免殡葬各环节中的公共卫生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城市墓地危机主要表现是墓地供求压力较大。特

别是大城市，墓地数量有限不足以满足不断增长

的死亡人数。“《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 2012－
2013) 》指出，全国人口每年死亡约 800 万，还在

随老龄化程度提高呈逐年增长趋势。由于土地资

源短缺，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很多公墓都

出现墓地紧缺情况。据了解，上海 44 家经营性公

墓的用地总量为 7000 亩，迄今已经使用了 5000
多亩，如果以传统墓葬每年的土地消耗量计算，数

年内 80%以上的公墓将面临无地可葬的尴尬局

面。”①我国经营性公墓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大

城市普遍墓葬用地紧缺，部分墓园经营者以及投

机者利用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抬升墓价，经营性

公墓存在涨价的内在冲动，大墓豪华墓依然较大

范围存在，经营性公墓饱和后缺乏制度性的维护

机制( 马金生、张楠，2014) 等。
( 三) 墓地危机是殡葬改革的转机

我国城市墓地危机倒逼殡葬改革。墓地涉及

葬式。目前我国城市经营性公墓推出一系列绿色

葬式，但是应者寥寥，公墓价格越炒越高。墓地涉

及土地规划。我国城市公墓规划用地趋紧，土地

出让金随地价上升而不断攀升，加之后期投入不

断提高，导致公墓价格进一步升高，加剧墓地危

机。墓地涉及城市生态环境。已有城市公墓未能

改善生态环境，反而造成山林白化，加剧城市生态

压力。所以城市墓地危机不仅表现在墓地数量的

逐渐减少甚至缺乏，而且表现在殡葬各环节及相

关领域。危机面前唯有改革，我国殡葬改革中的

墓地改革唯有转变居民的殡葬文化观念，从而利

用绿色葬式逐步替代墓地，才能根本上化解墓地

危机的主要问题，结合殡葬配套改革，使城市墓地

危机成为殡葬改革的转机。

二、我国城市墓地危机与文化转型

( 一) 墓地危机源于传统殡葬文化

城市墓地危机主要源于居民的传统殡葬观

念。我国传统殡葬文化中，诸如入土为安、祖先崇

拜、风水荫泽等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短期不

能根本性转变。在城市墓地供求压力下，虽然墓

园提供多种绿色葬式，媒体积极宣传绿色殡葬，政

府出台绿色殡葬相关的优惠政策，但是仍出现

“叫好不叫座”的现象。“在上海新开墓区中，有

80%是 1 平米以下的小型墓。另外，壁葬、树葬、
花葬、草坪葬等更为节地的墓葬方式也都成为各

大墓园宣传推广的重点。……在走访了位于上海

郊区的数家墓园后发现，与园方主推节地葬的满

腔热情相比，市民对节地葬的接受程度依旧很低。
在上海最大的壁葬墓园———天逸静园·玫瑰园，

2004 年开园至今，八万个室内壁葬穴位仅销售了

不足九千穴，园方提供给特殊困难群体的免费穴

位，三个月内全市仅有两人咨询; 在长桥山庄墓

园，一年前打造了极具海派文化特色的沪上首家

室外景观式壁葬群，一年过去了，3600 个穴位仅

仅销售了 36 个; 在福寿园海港陵园，144 个占地

不足 0. 5 平米的花坛节地葬墓穴，一年内的销售

也不过一成。与节地墓穴‘滞销’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价格是节地葬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传统墓葬

依然受到市民‘热捧’。”②

我国传统殡葬文化转型是殡葬改革的重点与

难点。殡葬改革涉及政府殡葬管理、市场规范、社
会参与以及居民的切身利益保障。事实表明，无

论是政府管理、市场供给还是社会舆论都将殡葬

改革的大趋势定位于绿色殡葬。但是，关系整个

殡葬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居民能否自愿接纳绿色

殡葬。如果居民不接纳绿色殡葬，改革只能停滞;

居民能够逐步接纳绿色殡葬，改革就能持续并取

得成功。改革的关键在于居民的观念。如何能够

促使我国殡葬文化转型，促使殡葬文化逐渐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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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殡葬发展的趋势，不断调适、接纳、融合、转

型，是殡葬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因为文化转型具

有一系列显著的特征，需要按照文化转型的一般

规律思考殡葬文化，特别是观念层面的转型发展

变革。
( 二) 传统殡葬文化转型的持续性

文化转型是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思

考的重大课题( 费孝通，1997) 。所谓文化转型即

人类面临工业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风险与挑战，为

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当前的危机和找

到今后的出路，在文化创造方面逐步改变原有的

不可持续的文化成分，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不断自

主适应，在多元文化世界里做出适应新环境与新

时代的文化选择。“文化转型对于中国而言，首

先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念上的转变，即从

由于追赶先进而定位于自身为后进的姿态中转换

角色，从别人影响我们，开始转变为我们去影响别

人。其次，当下中国的文化转型也意味着一种价

值观念的转变。再次，是由社会连接方式的转变

所直接 带 来 的 一 种 主 体 意 识 的 转 变 ( 赵 旭 东，

2013) 。”
文化转型具有明确的结构。首先是家庭层

面。“在都市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型，使中国的家

庭经历着种种的考验，或许这些文化上的不适应

现象是一个转型时期的必经过程，毕竟，即使在今

天，提起家这个词，还是给人以强烈的归属感和安

全感。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家庭依然是最基本

的社会结构组成部分。”其次是社会关系层面。
“现代社会关系网络的运作方式为个体提供了建

立自己圈子的机会，在这个建立自己圈子的过程

中，人们也将会学习如何认识他者，了解他者，选

择他者成为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部分。”再

次是社会整合方式。“在今天正在经历着都市化

的乡村社会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太极队、秧歌

队、棋牌室、跳舞队，甚至还有驴友团体等，这些都

是人们再次寻找文化归属的结果。自下而上的文

化整合模式的消失带来的不适应现象有所缓解，

而村民集体的消散也在这些文化小团体中得到别

种意义的重生( 周大鸣，2013) 。”
传统殡葬文化转型具有持续性的特征。按照

家庭、社会关系与社会整合方式的文化转型结构，

传统殡葬文化转型首先在家庭层面表现出持续

性。如今随着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剧，家庭链接出

现中断，特别是代际之间在时空层面的隔离，使得

殡葬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面临挑战，但是，传统

殡葬文化，特别是在仪式与观念层面，仍然由长辈

成员掌握。所以在家庭代际之间存在殡葬文化的

推拉。在家庭伦理方面，孝的观念一方面受制于

现代社会对家庭功能的不断转移，家庭伦理不断

弱化; 另一方面受制于现代理性对传统孝道的畸

形发挥，祖先泽被后世的观念却不断地被强化。
殡葬文化在家庭伦理方面同样存在推拉。

传统殡葬文化转型在社会关系层面表现出持

续性。现代社会关系即表现传统“关系”的重要

性，又强调现代“规则”的发展趋向。这种社会关

系的矛盾性同样存在于传统殡葬文化转型的过程

中。作为我国殡葬改革的突破口，火葬的推广经

历这种矛盾性，主要表现在政府殡葬管理与居民

之间的博弈。在城市居民看来，火葬是唯一选择，

是现代规则的体现，但是火化后的入土为安必须

通过传统关系的渠道来获取“风水”尽可能好的

墓地，或者获取越来越紧俏的墓地资源，以继续维

持传统殡葬观念的权威性。政府殡葬改革与居民

殡葬文化选择之间持续推拉，从而使得传统殡葬

文化转型在社会关系层面表现出持续性。
传统殡葬文化转型在社会整合方式上表现出

持续性。社会整合方式从总体而言分为自上而下

的整合，如政府改革所体现的权力整合，以及自下

而上的整合，如社会组织整合。传统殡葬文化的

社会整合渠道主要是社会组织，或者类似于社会

组织的传统组织。如传统商会组织协调下产生的

“义冢”、“殡舍”等墓地设施及其相关制度文化。
今天在城市居民生活中医院、派出所、殡仪馆、公

墓等一系列政府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扮演社会整

合的角色，取代社会组织的功能。这种自上而下

的权力整合引导居民朝向殡葬改革的方向走，但

是在分散的居民面对殡葬事务的时候，这种权力

整合在人的观念面前作用力越来越弱。
( 三) 墓地危机与祭祀文化的转型

殡葬文化主要包括殡、葬、祭三方面所承载的

文化要素。殡的文化要素在仪式方面有一套完整

的体现，如告别仪式的过程、挽联、花圈、袖章等，

在观念或信仰方面同样有完整的体现，如死者为

大、视死如生、宗教信仰等。葬的文化要素在仪式

28



浙江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1 期

与观念方面也有完整的体现，如葬礼的程序、墓地

的设施等，以及它们所体现的入土为安、泽被后世

等观念。祭祀的文化要素主要附着在节日上，如

清明节扫墓、祭生、其他重要时刻的祭祀等。但

是，祭祀文化并未形成一套完备的仪式，也未完全

体现相关的观念。这种祭祀文化的离散状态主要

源于祭祀( 除公祭外) 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相对

地殡、葬的环节皆由权力规范实施。同时祭祀文

化又缺失传统社会组织的整合。
解决城市墓地危机的着力点是祭祀文化的转

型。如上所述，祭祀文化比较零散，并处于权力规

范之外，极易促使其转型，是传统殡葬文化转型的

突破口。更重要的是祭祀又是墓地所承载的主要

功能，城市墓地危机也就意味着祭祀的危机。所

以，在绿色殡葬改革方向的指引下，墓地本身的改

革只能是治标之计，不能根本解决墓地危机。那

么，逐步取消墓地可能成为解决墓地危机的方法。
未来取消墓地就需要首先解决其祭祀功能的转移

问题，就需要首先思考祭祀的文化转型问题，这是

解决城市墓地危机的着力点。思考祭祀文化转型

同样需要按照文化转型的规律，在殡葬文化体系中

思考如何从家庭、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整合方式方面

着力促使祭祀文化向绿色殡葬改革的方向转型。

三、化解墓地危机的祭祀文化转型

( 一) 殡、葬、祭体系的文化转型

殡葬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我国殡葬改

革的总体方向是绿色殡葬; 另一方面在发展模式上

改革归宿应该是公益性殡葬。绿色殡葬突出表现

在葬式方面，如壁葬、海葬、草坪葬、花坛葬等，绿色

葬式关系到墓地的存留问题，绿色殡葬的改革方向

有利于墓地危机的根本解决。另外，公益性殡葬发

展模式意味着殡葬事业向殡葬公益事业转变，将殡

葬公益事业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市场从事

公益的一部分、社会参与公益的一部分。改革开放

之前的实践表明，政府包办殡葬事业不能适应新时

代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殡葬事业市场

化发展模式问题突出，居民、社会、市场、政府均感

受到压力。所以公益性殡葬改革发展方向能够避

免政府权力过度介入，能够避免市场主体过分寻求

暴利( 暴利之源往往寄希望于墓地) ，关键能够促使

社会力量参与殡葬公益事业，这对于传统殡葬文化

转型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我国殡葬改革的系统性还包括外部制

度环境的系统改革。一是法制建设。社会各界都

在呼吁尽快出台《殡葬法》。虽然各方对殡葬相

关问题争议仍然很大，但是有必要从殡葬活动环

节出发对如何规范殡葬法制做可能的探讨。首

先，在殡的环节应该进一步规范殡葬基本活动。
殡葬基本活动应该由政府负责，提供免费服务，以

体现其公益性和规范性。殡葬的基本活动要通过

法律来规范，并规定明确的执法者实施有效监管。
其次，在葬的环节应该规范公墓的属性。破除公

墓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公墓定位为一种过渡形态。
最后，在祭的环节应该规范公共场所祭祀方式。
明确执法人员实施有效管理，提倡家庭祭祀。

二是观念改革。殡葬观念历经千年一般不易

改变，这是各方取得的基本共识。但是我们应该

明确，目前人们普遍拥有的殡葬观念并非一成不

变。首先，应该深入地开展传统殡、葬、祭的仪式

研究和宣传工作。明确在仪式方面我们曾经经历

过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如何深刻影响着目前人

们的殡葬观念。例如带黑纱袖章，是我国市场化

转型以前，总体性社会遗留下的殡仪元素( 当时

是以移风易俗运动形式实施的改变) ，今天带黑

纱袖章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殡仪观念要素之一。
其次，积极引导公众形成一种普遍的殡葬观念，并

与殡葬基本活动中的殡仪保持动态一致。在此方

面，殡仪馆应该起到关键作用。第三，土葬观念应

该积极引导至骨灰深埋的方向。最后，积极引导

人们的祭祀观念向家庭祭祀转变。( 观念部分和

标准部分主要是针对汉族做出的讨论。)
三是标准制定。殡葬标准主要包括行业标准

和习惯标准。我国殡葬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取得很

大进展，目前仍然在不断完善。但是，殡葬活动中

的一些习惯标准仍然空白。首先，应该提倡家庭

祭祀的习惯标准，以使人们祭祀的行为更加规范，

承载更加丰富的内涵，进而能够不断传承。其次，

应该提倡土葬的相关习惯标准。最后，在殡仪馆

提供的殡葬基本服务中，应该将行业标准与习惯

标准保持动态一致，以使人们参与殡葬的行为更

加规范，文化内涵更加丰富，进而体现传统的延

续。这些习惯的标准需要我国殡葬研究者、协会、
从业者、管理者以及公众共同探索 ( 费中正、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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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2014) 。”
第三，传统殡葬文化转型同样应该关注殡、葬、

祭体系。首先殡的文化转型需要由关注死亡转向

关注情感，具体包括殡仪馆等设施文化建设，市场

文化环境建设，社会组织培育等。另外，关注情感

的环境必须经由富含情感的仪式传达，这就需要加

强殡仪人性化成分。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这种

文化表达失去家庭、社会的声音，而使其成为弱势，

所以转向家庭、社会组织情感文化建设，使情感充

分表达出来是殡文化转型的合理方向。
葬的文化转型需要由关注逝者转向关注生

者，具体包括公墓、墓园、相关市场主体的文化建

设。所谓关注生者，一方面是指关注逝者生前身

后规划，例如目前国内相关社会组织倡导的生命

五个愿望的规划活动，其落脚仍然是为后代充分

考虑，以避免居丧家庭成员盲目追求葬礼的奢华，

既不具备经济合理性，又不具备社会合理性。另

一方面是指关注居丧者，绿色殡葬的文化选择是

一种非强制行为，居丧者可以通过政府政策优惠，

市场及社会组织的积极引导，逐步接受绿色葬式，

不仅有利于居丧者，还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
祭祀的文化转型需要由关注祖先转向关注亲

人。家祭是祭祀文化转型的方向，首先祭祀要同

殡、葬环节充分协调配合。如前所述，殡仪关注情

感，首要的是对家庭亲情的关注，家庭成员需要深

度参与殡仪之中; 葬礼关注生者，首要的是关注家

庭成员，使葬礼真正成为协调生者的场合，从而由

家庭扩展到社会关系网络。祭祀文化的转型符合

文化转型的一般规律，需要按照家庭、社会关系与

社会整合方式的转型结构，探索祭祀文化转型的路

径，分析可能的效果，这有利于墓地危机的解决。
( 二) 祭祀文化转型的路径及效果

1．家祭文化的发掘与规范
传统祭祀文化转型的趋势表明家祭与扫墓的

重要性。“魏晋以降以至隋唐，随着墓祀的衰歇，

祭祖之式一分为三: 一是朝廷所设定的庙祭与家

祭; 二是兴起于民间的寒食扫墓; 三是因佛教传入

而引发的佛教式祭祖( 马新、齐涛，2012 ) 。”随着

宗族制度的成熟，家祭逐渐演变为以宗族为单位

的祭祖活动，国家的力量逐步减弱。但是，随着现

代城市化进程的宗族式微，扫墓成为民间祭祀的

主要活动。在时间安排上，传统的四时祭祀也逐

渐演化为清明祭祀，并将清明节的文化内涵扩展

为祭祀加娱乐的活动。在祭祀礼仪方面，扫墓主

要是焚香烧纸，家祭基本不再流行。而在国外，家

祭传承得比较完备。例如，“韩国传统上是由长

子继承家族的正统，因此秋夕祭拜祖先时，均是兄

弟们到大哥家里祭祖。祭典从早上 9 时开始，祭

坛上据说仍按照中国古代经书的规定，红东白西，

三代以内的祖宗，每个神牌位前都供上一碗白饭、
一碗汤与勺筷。祭典开始时，男人们都要恭敬地

站立在祭桌前，主祭的家族长子要先把家里的大

门打开，意指请老祖宗进到家门来，然后回到供桌

前，烧香、献花与献酒，率领家庭成员行叩礼。在

祖宗们享用祭品的时候，主祭者要向家人介绍祖

宗的光荣事迹，然后卜问祖宗是否已享用完祭品。
完毕后，主祭者再率领家族成员对祖宗行叩礼，恭

送祖宗。祭祖仪式完毕后，大人们将祭酒喝掉，然

后开始吃团圆早饭( 陶文，2008) 。”
家祭文化的发掘与规范是祭祀文化转型的关

键路径。首先，在祭祀空间方面，传统祭祀文化中

的家祭成分能够结合时代加以传承，同时能够将

墓祭( 扫墓) 的重要性降低，为根本解决城市墓地

危机奠定基础。我国传统家祭不同于家族或宗族

祭祖，一般是一房一支内部的祭祀，同胞兄弟共同

祭祀祖先。其次，在祭祀时间方面，传统四时即元

日、夏至、仲秋、冬至已经演化为清明节和春节的

祭祀，鉴于目前我国清明节、春节属于法定假期，

应该赋予其更多的祭祀功能，特别是家祭功能。
此外，传统节日如中秋节也可以祭祀祖先，而随着

我国城市居民过冬至的流行，冬至传统祭祀文化

内涵也应该充分挖掘，提倡家祭。第三，在祭祀仪

式与观念层面，应该加强相关研究，整理传统家祭

的仪式及其彰显的文化内涵。另外，应结合当前

实际，在传统家祭文化中增加现代元素。
2．公祭文化的培养与拓展
公祭是我国传统祭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国各地积极促成多种内涵的公祭活动，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

发挥作用。但是，公祭除了体现其经济功能，国家

认同( 李向平，2007 ) 的政治功能，还有必要培养

与拓展其文化社会功能。在这方面香港等地城市

化过程中探索出公祭文化的新内涵: “1． 从祠堂

坟墓到道观祖堂———祭祖空间的城市化。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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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60 年代以来，香港道堂增设安放骨灰龛与灵位

的祖堂，这因应了这一城市化进程，将传统祠堂与

坟墓的功能合而为一，祖先骨灰龛与祖先牌位并

列于同一个空间，而且这个空间，还是宗教意义上

的神圣场域。2． 从各扫祖墓到集体法会———祭祖

行为的公众化。从 20 世纪 50 年代政府禁止土

葬，到 60 年代道堂内设祖堂的普及，再到 70 年代

在道堂内举行清明思亲法会成为定例，清明节到

道堂内祭祖和附荐先人成为香港的新节俗。在这

过程中，香港道堂根据香港丧葬风俗的变迁，调整

了自身的社会服务定位，从宗教场所到宗教仪式

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调适，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

展。我们看到，宗教社会团体的适应性角色转换，

为香港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与传统文化提供了和谐

共处的可能，并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政府条令与

民间风俗之间的正面冲突。3． 从一家之祖到天下

之鬼———清明思亲法会的公益化( 吴真，2010) 。”
公祭文化的培养与拓展是祭祀文化转型的必

要补充。首先，公祭与家祭构成新时期祭祀的两

级，在绿色殡葬的改革方向下，各种绿色葬式并未

形成以往的坟墓实物，一家一户的墓祭必将被公

祭取代，这样有利于居民心理接受。这种公祭区

别于国家组织的公祭活动，而是由墓园或其他社

会组织( 如宗教团体) 组织实施，目的是解决墓地

缺失带来的扫墓心理缺失，有利于居民接受各种

绿色葬式。其次，公祭文化的培养与拓展同时应

该结合殡葬公益化的改革方向。公祭既是一场公

共活动，又是开展社会关系网络化的场域，也是宣

传绿色殡葬文化特别是祭祀文化的平台，可促使

更多居民、社会组织参与殡葬活动，促进公益殡葬

理念深入人心。第三，墓园或其他社会组织实施

的公祭应该联接国家公祭活动。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七次会议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③国家公祭活动不仅应该有

鲜明的政治功能，而且应该联接其他公祭组织，体

现文化社会功能。
3．社会组织的整合与引导
祭祀文化转型需要社会组织参与并展开社会

整合，积极引导居民参与公祭活动，参与殡葬事

务，参与殡葬公益活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国家治理体系”，其中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

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需要社会组织的

发展。我国殡葬改革的目标即进一步规范和健全

政府对殡葬工作的管理，将殡葬管理转向殡葬治

理意味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方参与治理。对

于祭祀文化转型而言，社会组织能够引导居民向

绿色殡葬的改革方向努力，进一步转变居民的观

念，规范祭祀的仪式，推进家祭的普及，开展殡葬

公益事业。例如，基金会可以捐助公祭活动，援助

居丧者，为公益殡葬提供资金保障等。一些相关

民非组织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殡葬

工作的各个环节展开服务，包括祭祀环节。社会

团体，特别是殡葬行业协会等相关组织应该积极

研究、发掘、规范殡葬行业，规范祭祀活动，特别是

家祭活动，引导居民接受绿色殡葬。

四、结 语

城市墓地危机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产

物，往往是殡葬改革的转机。实践表明，我国城市

墓地危机主要源于居民的传统殡葬文化观念浓

厚。传统殡葬文化转型具有持续性，传统殡葬观

念根深蒂固难以解决，造成了殡葬改革的困境。
城市墓地危机的治本之策就是逐步取消大部分墓

地设施。这要求首先要考虑没有墓地后，祭祀功

能的转接问题。而传统祭祀文化转型应为解决城

市墓地危机的钥匙。殡葬文化是一个系统，首先

需要系统内外文化的转型升级。一方面应该明确

殡葬改革的总体方向，在此基础上改革殡葬制度

环境，另一方面加强殡葬系统文化转型，即殡文化

向情感方向转型，葬文化向生者方向转型，祭祀文

化向亲人方向转型。在祭祀文化内部，其转型路

径依赖于家庭、社会关系与社会整合方式的文化

转型的一般渠道，即提倡家祭的重要性，培育拓展

公祭活动，加强社会组织的整合引领作用等。

注释:

①②参见《墓地危机呼唤绿色殡葬》，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yzyd / fortune /20130407 /c _115288248． htm，
prolongation=1，2013 年。

③参见新华资料: 《解码国家公祭日》http: / /news． xin-
huanet． com/ziliao /2014－02/26 /c_126192819． htm，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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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立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抵制这两种诱惑，使

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相互渗

透，并使之制度化，这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

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建构过程中，树立自

信开放心态十分重要。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

期刊上发表论文日益增多。中国社会科学家比海

外中国研究学者拥有更多的实地调研机会和更丰

富详尽的信息材料，却常常囿于方法和心态上的

障碍，较少进行理论创新。方法上的障碍可通过

学习新知和交流讨论来超越，而心态上的障碍只

能通过观念转变予以克服。只有摒弃本土中国社

会科学研究总是“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或“学徒

状态”⑥，才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思维框

架，基于中国经验创新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建设

有自我主张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由此，中国社

会科学家应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和更加开放的胸怀

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更加深入地认识、解释这片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这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时代，也是中国社

会科学家值得昂扬斗志、倾情投入的大时代。马林

诺夫斯基在为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写道，

这项研究工作“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为

了猎奇而写成的; 它所包含的是一个公民对自己的

国民所做的观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社会科

学家满怀热情地在这片广袤土地上耕耘出来的研

究成果必将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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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it need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urban cemetery crises of China． First of all，the op-

portunity for the funeral reform had come from urban cemetery crises of the wester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which had been followed colonialism culture conflict and preliminary design of modern buri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system reform of the funeral since the modern times for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theory． Then
current urban cemetery crises have included insufficient quantity and artificially high prices of the cemetery and
even dying without a burial place，which is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funeral reform，and the key of which could
be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acrifice form the traditional funeral culture with the theories of cultural trans-
formation．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system reform of the funeral，it need to explore the normalization of fami-
ly sacrifice culture，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acrifice culture and the integrated wa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acrifice culture and to solve the urban cemetery crises，and to get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funer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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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e factors restricting farmers’choice facing in situ urbanization，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bout improving in situ urbanization is proposed，and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in situ urbanization
is provided． Based on the in situ urbanization theory，factors restricting farmers’choice facing in situ urbaniza-
tion is summarized，research hypothesis are advanced，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244 samples of Haiyan Coun-
ty farmers using 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 is carried out．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 1) Factors of restricting
farmers’selection facing in situ urbanization include，the right to the use of social security，transformation of
livelihood，ability to earn a living in urban，living environment，original style and habits，homestead compensa-
tion standard，one of a house living，food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 2) Children＇s education
is beneficial to farmers’choice in situ urbanization． ( 3)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expected economic in-
come，indigenous inhabitant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rural farming feeling，democratic political rights
do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rmers’choice facing in situ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 situ
urbanization mode，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in situ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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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hel Foucault’s analysis of micro power was an effort to break the doctrinaire Marxism
which expanded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vision，enriched and reinforced Karl Marx’s critique of modernity to
some extent and gave us greater insight into the darkness and contradiction of modernity from the rich and col-
orful social life． Generally，Foucault’s concept of power was too extensive and only associated with Marx’s
concept of capital could avoid abstraction． Micro politics and existence aesthetics Foucault advocated ignored

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