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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殡葬服务：核心问题与发展思路

郭  林

［摘  要］  殡葬是人生最后一程，也是人生最后之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殡葬工作，

通过移风易俗，推进火葬与公墓建设，逐渐建立起一套殡葬服务制度，并对特殊困难群体提供

丧葬保障。然而，现行殡葬服务制度远未成熟，殡葬服务保障不足和殡葬领域中的乱象及其引

发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新时代有必要将殡葬服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加以建设，形成由殡葬服

务筹资、殡葬服务递送、殡葬人文关怀“三位一体”的殡葬服务制度，以此解除人民群众的殡

葬后顾之忧。改革应以妥善调节正式殡葬服务制度与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关系为出发点，在

规范殡葬服务体系并促使其健康发展的同时，构建起刚性制度安排和柔性殡葬伦理合理联动的

机制，以给社会成员提供稳定的殡葬保障预期。

［关键词］  殡葬服务；社会保障；人文关怀

殡葬包括 “ 殡 ” 和 “ 葬 ” 两部分：前者一般指逝者下葬前的各种悼念仪式及活动；后者

则指逝者入葬过程及后继的祭祀活动 a。其为人生的最后一程。事关殡葬的服务包括遗体接

运、遗体消毒和冷藏存放、遗体火化、骨灰寄存、墓地和殡葬用品供应等方面。在具体国家

或地区，合理的殡葬服务制度能够解除社会成员人生的最后之忧，并在整个社会形成关于殡

葬的稳定安全预期。当前，我国的殡葬服务制度远未成熟，导致殡葬服务提供乱象丛生，并

引发社会矛盾，激发了人们对人生最后一程的后顾之忧。为此，本文从厘清殡葬服务的制度

定位出发，在剖析我国殡葬服务核心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构建合理殡葬服

务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殡葬服务应当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殡葬问题已成为人生后顾之忧

古今中外的人们均重视对逝者的殡葬。丧葬仪式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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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其殡葬活动

由教会具体实施，具有简丧薄葬的特点。这并不意味着对殡葬的不重视，其恰恰遵循的是基督

教轻尘世和重后世、重视死者精神和强调救赎的生死观。

中国人对殡葬亦十分重视，这与殡葬文化和仪式所承载的殡葬伦理和精神意义密不可分。在我

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释道融合民间信仰对人们的死亡及殡葬观念渗透颇深，这促成了具有东方

特色的殡葬文化及仪式。道教中 “ 肉体不死 ” 和佛教中的 “ 涅槃 ”“ 坐化 ” 等观点强化了殡葬活动对

肉体的重视。儒家文化提倡的 “ 百善孝为先 ” 观念使得人们对葬礼仪式的重视程度很高，这更多地

指向生者的 “面子 ”，即趋向于利用 “厚葬 ”等大操大办的方式来体现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营造 “孝

顺 ”的形象。儒家经典《礼记》讲 “众生必死，死必归土 ”a，对时至今日仍广泛被接纳的 “入土为安 ”

发挥着长远的影响。概而论之，我国传统殡葬伦理重视死者的肉体和生者的精神及对死者的遗体处置，

强调葬礼仪式，认为殡葬沟通死者与生者，生者的面子通过死者殡葬体现。

在丧葬活动实践中，传统宗族作为以血缘为联系方式的人们的共同体，形成的根本条件是

人们具有共同的祖先，故祭祀祖先和老人去世是族内的大事。在现代社会，传统宗族在安排生产、

经济帮扶和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功能大幅弱化。但是，逝者的殡葬活动仍是一个家庭和家族的重

大事宜，发挥着凝聚家族和基层自治的重要作用。

无论是简丧薄葬还是隆丧厚葬，都需要通过殡葬服务以及与之相关的公墓等殡葬设施来完

成殡葬活动。而获取殡葬服务和使用殡葬设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撑，这对每个人而言是一项必

然会发生的经济支出，是对逝者家庭经济收入的一项消耗。同时，配偶、成年子女等近亲属的

去世，会给遗属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带来很大风险。因此，殡葬问题已经成为人生的后顾之忧。

（二）为什么要将殡葬服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死亡风险的社会化要求将殡葬服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加以建设。在死亡之后，人之

殡葬需要通过资金、物质和设施等获得殡葬服务和开展殡葬活动。在小农经济时代，上述资金、

物质和设施通常由家庭或家族来提供，这与当时自给自足的经济特征相符合。工业革命之后，

随着社会分工细化，人们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风险之社会化特征日益显性化。这种情况发展

至 19 世纪末，使人们面对的风险更多由社会原因造成，而社会风险的应对主要由社会保障机

制来完成。同理，人们的死亡风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社会因素（如污染性工业生产扩张与公

共政策不力导致的生存环境恶化、医疗体制不健全引发的疾病治疗条件不佳、应对公共卫生事

件 “ 一刀切 ” 政策造成的次生灾害等）的影响，是一种典型的社会风险，故此针对逝者的殡葬

服务应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范畴。

第二，遗属的生活困境风险需要由社会保障机制来化解。抚育子女的丧偶者、逝者未成年

遗属、老年丧偶者、女性丧偶者是化解遗属生活困境风险中需重点关注的群体。老年丧偶者是

丧偶人群的主体，其人口规模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增大。在我国，截至 2010 年，老年丧

偶人口的数量为 4982 万人，占老年总人口数的比率为 26.89%；到 2040 年，60 岁以上的丧偶

人口数量将超过 1 亿，达到 10768 万人；到 2050 年，人口老龄化达到高峰之时，60 岁以上的

a ［西汉］戴圣著，钱玄等注：《礼记》，岳麓书社，2001 年，第 6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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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偶人口数量为 11840 万人，占老年总人口数的比率为 24.73%。当期，约有 1/5 老年人将配偶

收入列为重要生活来源；约一半老年人将收入交给配偶或和配偶共同支配。丧偶老年人以女性

为主。例如，我国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年丧偶人口性

别比分别为 0.46、0.42、0.43、0.42；2010—2050 年，男性丧偶老年人的总量从 1403 万人增长

到 2391 万人，女性丧偶老年人的总量从 3345 万人增长到 9449 万人，女性丧偶老年人总量的

增长幅度明显高于男性丧偶老年人。a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

丈夫年龄一般长于妻子；老年丧偶女性再婚的比例较低。对于女性而言，因生理特征导致的在

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家庭分工对其收入的消极作用等会影响其晚年经济状况；在我国当

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与男性相比，女性养老金权益积累较少，而领取养老金的年限

较长，使得其领取的年度养老金较少。

如果缺乏来自配偶的经济转移，大量的遗属特别是老年女性或逝者的未成年子女很容易陷

入贫困，遭遇依靠个人无法摆脱的生活困境。为有效应对这一普遍的风险，需要发挥以化解社

会风险为主要功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遗属照顾未成年子女，逝者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女性比男性更多从事的养老、育儿等家务活动，均发挥稳定家庭和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用社

会化的遗属保险和社会救助机制来认可这些家务活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应对遗属的生活困境风

险，是促进家庭关系融洽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总之，当广大社会成员死亡风险发生时，

如何有效弥补殡葬服务费用、妥善安置墓地、让逝者得到有尊严的安葬、保障遗属生活等问题

会凸显，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包括殡葬多元筹资和殡葬设施社会化运营等社会保障机制的任务。

（三）将殡葬服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依据

1. 社会保险是支付大众丧葬费用与保障遗属基本生活的关键机制

典型国家针对具有雇佣关系的社会保险参保者，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将丧葬费用

和遗属基本生活保障纳入社会保险的支付范围。在丧葬费用支付方面，德国针对绝大多数社会成

员，通过以雇佣为基础的社会保险，辅以体现个人和家庭责任的丧葬商业保险、信托账户、生前

预约殡葬服务合同等，有效弥补了逝者的殡葬服务费用；英国养老保险为逝者葬礼支付 2000 英

磅的丧葬补贴 b；日本和韩国通过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对逝者的殡葬服务花费进行资金支持。

在遗属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典型国家一般是将遗属保险纳入养老保险制度之内。美国的遗

属保险是老年、遗属及伤残保险（OASDI）的重要内容，根据逝者工作期的平均收入和向制度

供款状况，由 OASDI 基金向老年配偶或抚育子女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等遗属长期连续支付遗

属保险金 c，资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的供款。德国养老保险制度对遗属养老金进行了系统

设定。综合考虑逝者收入和养老金权益等因素，其既对小于 45 岁的丧偶遗属提供为期 2 年的

生活津贴；又对超过 45 岁并抚育未成年子女的遗属长期提供生活保障待遇，同时对其中照料 3

a  姬飞霞：《中国遗属保险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王广州、戈艳霞：《中国老
年人口丧偶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老龄科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

b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 USA,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Europe, SSA Publication, 2014, No. 13-11801, p. 320.

c 阎中兴：《我们能从美国的遗属待遇中学些什么》，《中国社会保障》2020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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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婴幼儿者提供为期 36 个月的补充待遇；还对 27 岁以下的孤儿遗属（超过 18 岁者需处

于求学或培训阶段）提供经济支持 a。英国养老保险制度为丧偶遗属提供最高每周 111.2 英镑的

生活津贴以及每周 16.35 英镑的监护人津贴 b。日本的遗属保险亦嵌入养老保险制度当中，一是

60—65 岁的配偶遗属可以领取数额为逝者基础养老金 75% 的未亡人养老金，资金来源于国家

财政和参保者供款；二是逝者如为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参保者，其配偶遗属还可领取水平为逝

者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待遇 75% 的年金 c，资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的供款。瑞典养老金制

度对遗属保障有系统规定，既按逝者养老金权益 55% 的标准向 65 岁以下遗属支付 10 个月的

调节养老金 d；又对 65 岁以下缺乏调节养老金和遗孀养老金的国民提供最低养老金；还对参加

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制度的退休逝者遗属提供生命年金 e。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根据《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城市职工因工死亡，需由企业支付

数额为本单位 3 个月平均工资的丧葬费，并每月向供养的直系亲属支付数额为逝者本人 25%—

50% 工资的抚恤费；对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城市职工，由企业支付数额为本单位 2 个月平均工

资的丧葬费，并向供养直系亲属支付数额为逝者本人 5—12 个月工资的救济费；城市职工直系

亲属死亡时，由企业支付数额为本单位月平均工资 1/3—1/2 的丧葬补助费。这一机制嵌入到 “ 国

家-单位 ” 保障制中，在计划经济时期较好地解除了城市职工对殡葬的后顾之忧。改革开放之后，

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计划经济时期由企业承担的因工死亡者的丧葬费和遗属抚恤金，被

社会化的工伤保险向因工死亡职工提供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所替

代，此举降低了企业负担，为国企改革发挥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2. 社会救助是实现弱势群体有尊严殡葬和化解弱势遗属生活困境风险的重要手段

典型国家主要通过社会救助机制对弱势群体的丧葬费用和遗属生活提供基本的保障。在丧葬

费用方面，英国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下的社会基金向无力支付丧葬费用的低收入人群提供均等

化丧葬补贴，同时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死亡登记服务。英国丧葬补贴的资金来源为税收，补贴

项目包括火化、埋葬费用、医生出具法定死亡证明所需费用，外加上限约 700 英镑的其他丧葬费

用。这一补贴的获得条件是申请者及其亲属均无法承担上述费用，申请通过率仅约半数。美国政

府针对无法承担丧葬费用的死者家属，会通过来源于财产税的丧葬补贴来助其支付丧葬费用，补

贴数额占葬礼全部费用的比例不到 20%。f 可见，美英针对弱势群体的丧葬补贴在弥补殡葬服务

花费方面是较为乏力的，这与其自由主义的福利体制运行逻辑相符。德国的普惠性殡葬救助保障

a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 USA,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Europe, SSA Publication, 2014, No. 13-11801, pp. 115-119.

b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 USA,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Europe, SSA Publication, 2014, No. 13-11801, pp. 320-323.

c 姬飞霞：《中国遗属保险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d  当遗属监护 18 岁以下的子女时，领取调节养老金的时间会延长 12 个月；当监护 12 岁以下的子女时，领取调
节养老金的时间截至最小子女达到 12 岁。

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 USA,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Europe, SSA Publication, 2014, No. 13-11801, pp. 293-294.

f  Christine Valentine, Kate Woodthorpe, "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 Funeral Welfare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
tiv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14,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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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向收入和资产低于一定标准或接受社会救助的公民如长期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者等，给

予额度为 2500—3000 欧元的殡葬活动资金。这项资助申请程序简单且易获批，其额度约可覆盖

一位逝者殡葬花费的 70%，保障力度较大。挪威在资产调查的基础上，向没有参加国民保险的公

民提供殡葬补贴，其资金来源为税收。如果死者未满 18 周岁，家属会得到覆盖全部殡葬成本的

资助；如果死者超过 18 周岁，资助额则为抵减其余下的养老金和任何因死亡所得保险金之后的

数额。挪威殡葬补贴可用于弥补殡葬承办人的开支、葬礼费用、通知费用、墓碑和铭文费用 a。

对于无名遗体，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由地方政府承担提供基本葬礼的责任 b。在遗属生活保障方面，

典型国家向陷入生活困境风险的遗属提供社会救助，以保障其最基本的生活水平。

在我国农村，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实施的农村五保制度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

残疾社员给予殡葬方面的初级保障 c，具体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以生产大队或生产队为照顾五保

对象生活的基本单位，通过集体公益金和集体帮扶来安排五保对象的殡葬。改革开放之后，人

民公社制度逐渐解体，致使农村五保机制的运行缺乏充足的资金来源。在社会救助方面，一是

建立了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的农村五保制度，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

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农村居民提供办

理丧葬事宜的基本保障；二是对重点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市 “ 三无 ”

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殡葬需求，通过惠民殡葬政策提供救助性的资金支持。

3. 殡葬服务应当是具有福利色彩的社会服务

生命权是人权的最基本内容，死亡权则可以划归为生命权的重要内涵之一，亦即人权的最

基本内容之一。因此，在人生的最后一程，获得合理的殡葬服务无疑是人类一项极其重要的社

会权利，而社会权利的实现一般需要具有福利色彩的社会制度的支撑。“ 生老病死 ” 是每个社

会成员面对的重大人生议题。其中之 “ 老 ”“ 病 ” 并非每个人必然会遭遇，而 “ 生 ”“ 死 ” 则是

任何社会成员都无法回避的。由于消费的有限性，社会成员往往不熟悉殡葬服务的提供种类、

流程等。人在一生当中与殡葬服务机构打交道的次数极其有限，通过不断消费以增强信息对称

的路径并不存在。在殡葬服务消费过程中，遗属因处于亲人死亡的悲痛之中，很难集中精力了

解殡葬服务的价格信息。同时在中国，由于人们对死亡和殡葬持忌讳态度，关于殡葬服务消费

的信息缺乏扩散性，通过信息传播来充分获取殡葬服务消费信息的条件缺乏。可见，殡葬服务

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d。所以，如果殡葬服务的提供过于倚重市场，高价低质的殡葬服

务会驱逐高品质的殡葬服务。因此，向社会成员提供的殡仪、安葬及与之相关的殡葬产品供给

等殡葬服务应具有福利色彩，其制度需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福利范畴加以构建，充分

发挥社会化机制在殡葬服务递送中的作用。

a 参见 Kate Woodthorpe, Affording a Funeral: Social Fund Funeral Payments, Axa Sun Life Direct, 2012.
b  Mark Friesen, "Disposition of Unclaimed Bodies in the U.S. Varies by State, Jurisdiction," The Oregonian, June 14, 

2009.
c 江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 30 年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4 期。

d  郭林：《从 “ 死无所葬 ” 到 “ 葬有所安 ”：四维特性视域下中国殡葬服务制度的改革路径研究》，《浙江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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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将殡葬服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

1. 解除社会成员殡葬后顾之忧

将殡葬服务纳为社会保障的 “ 最后一公里 ”，通过社会化机制向社会成员提供殡葬服务，

不仅是遵循 “ 织密网、建机制 ” 原则，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内容，而且有助于

解除人们对殡葬的后顾之忧。一方面，社会保险支付丧葬费用和遗属保险机制，通过制度化的

互助共济方式，应对人们的殡葬筹资和遗属生活困境风险，稳定地提供殡葬资金保障，特别是

长期向遗属提供生活保障金，从而是解除人们殡葬后顾之忧的关键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针对

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性丧葬费用支付和基本殡葬服务提供与针对弱势遗属的社会救助，可发挥

兜住殡葬保障底线的重要作用，是解除社会成员殡葬后顾之忧的重要机制。

2. 促进民心安定和社会稳定

将殡葬服务作为社会福利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第一，社会

福利服务的提供强调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与文化传统紧密结合。当前，我国殡葬服务的提供

机制存在忽视传统殡葬伦理的弊端，是现实中 “ 一刀切 ” 殡葬政策导致民心不稳的重要诱因。

而按照社会福利服务发展逻辑，充分考虑到传统殡葬伦理的因素，来优化殡葬服务的提供，能

够发挥安定民心的作用。第二，社会保障注重福利服务提供的公益性。我国当前存在的 “ 殡葬

一条龙 ”“ 城市天价墓地 ”“ 豪华活人墓 ” 等乱象，扰乱了民心，给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这

既与对殡葬文化和礼俗缺乏有效规制或引导有关，更是殡葬行业过于强调市场化的后果。而视

殡葬服务为与养老服务等一致的社会福利服务加以建设和发展，则有助于增强殡葬服务的公益

色彩，进而促进民心安定和社会稳定。第三，社会化的保险机制和救助机制以互助共济的方式，

在殡葬服务供给中发挥筹资作用，有益于促进社会公平、增强社会团结，从而发挥稳定社会和

增强政治认同的功能。

3. 增进人生福祉

社会福利服务水平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断调整的。将殡葬服务纳入社会福利服务的

范畴，可稳态地保障所有逝者获得尊严安葬的权益，同时降低逝者家庭举办殡葬活动的负担。

这既可让社会成员拥有获得殡葬服务保障的平等机会，又能通过提供基本殡葬服务保障和解除

人们殡葬后顾之忧，来维护社会成员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还可让人们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

果，从而是增进人生福祉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关键路径。

二、中国殡葬服务的核心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殡葬事务给予了重视。1956 年，在毛泽东同志 “ 移风易俗，

改造中国 ” 的号召下，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倡导遗体火化、不设坟墓，拉开了新中国殡葬

改革的序幕。1997 年，《殡葬管理条例》出台，成为我国殡葬服务领域最主要的制度安排；民

政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指导意见》等殡葬政策规定，也是我国殡葬服务制

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60 多年的探索，我国殡葬服务政策在塑造健康文明殡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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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公共筹资制度建设、遗体火化和节地生态安葬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诸多问题。

（一）理念滞后

作为化解社会风险的主要制度安排，我国社会保障的改革与发展并未对解除人们的殡葬后

顾之忧给予足够重视，存在重视生者保障、忽略逝者权益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在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发展过程中，城市的 “ 国家-单位 ” 保障制逐步

被打破，导致《劳动保险条例》关于殡葬服务保障的规定失去了赖以运行的基础；乡村的人民

公社制度逐渐解体，致使依靠农村集体公益金的五保机制运行缺乏充足的资金来源。在这一过

程中，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使其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我国加快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步伐 a。时至今日，在资金制度方面，

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已经取得较大进步；在服务制度方

面，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等取得一定进展，儿童服务进入了重点发展的轨道。可以说，由社

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组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独立的社会政策体系，对我国社

会经济发展施加着重要影响，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然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重视的是未成年人、老年人、疾病患者、残疾人等生者的资

金和服务保障，忽视了对逝者殡葬权益和遗属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化风险分担机制的专门关注。

这种滞后的理念不仅导致殡葬服务的公共政策建制不足，而且严重制约着殡葬服务朝着公共性

和社会化等方向发展。这不符合优化殡葬服务体系需遵循的理论取向和国际典型经验。

（二）定位不清

尽管近年来社会各界较为普遍地认可增强殡葬服务公益性的大方向，但是殡葬服务制度设

计和具体供给却一直呈现公共性明显不足且市场化过度的态势。这是由对殡葬服务的定位尚未

明晰所造成的。殡葬服务到底是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还是市场行为？具体公共政策制定对此定

位不清或在殡葬服务不同方面的左右摇摆，是殡葬行业乱象的主要致因。

1. 殡葬服务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发展格外不足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和国际典型经验，殡葬服务应定位为一项社会保障。然而，当前我国殡

葬服务的专门社会保障筹资机制建设极其薄弱，仅主要包括覆盖少数人群的工伤保险支付丧葬

费用和遗属基本生活保障机制、失业保险支付丧葬费用机制与覆盖弱势群体的惠民殡葬政策。

惠民殡葬政策是近年我国着重推行的殡葬服务筹资机制。其主要着眼于遗体运送、冷藏、火化

等殡葬服务项目，对五保户、城乡低保户、“ 三无 ” 人员等困难群众采取减免费用或公共补贴

的措施。截至目前，已有 30 余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制定并实施了这项政策，资金主要来

源于地方特别是县级财政。该制度因覆盖对象范围狭窄、减免费或补贴的项目和资金额度少，

可定位为一项低水平的殡葬服务筹资计划，并存在地区公平性较差的问题。

2. 殡葬服务提供的社会化机制薄弱

社会力量遵循公益性原则提供殡葬服务的社会机制，应成为殡葬服务递送的主要路径之一。

但是，受到当前殡葬服务提供中的部门利益和市场畸态扩张的强力挤压，有效递送殡葬服务的

a 郑功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现状评估与政策思路》，《社会保障评论》2019 年第 1 期。



·97·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4 卷第 3 期 Vol. 4, No. 3

社会化机制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第一，尽管 21 世纪以来，我国已将实现殡葬管理和殡葬服务

提供分离作为殡葬改革的政策目标，但殡葬领域 “ 管办分离 ” 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主

要原因之一就是殡葬主管部门在殡葬服务提供中存在着隐秘的部门利益。

第二，殡葬服务市场化畸态扩张，已形成了稳固的行业利益集团，压制了合理的殡葬服务

社会化机制发展。具体而言，我国殡葬行业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大中型城市殡葬 “ 产业化 ”；

小城市及农村地区殡葬行业经营水平低下、专业性差甚至被黑恶势力裹挟。在大中型城市，殡

葬行业正在形成 “ 南福寿、北福成 ” 的 “ 产业化 ” 垄断趋势。福寿园集团从 1994 年建成至今，

业务内容由单一墓园服务迅速发展至集墓园服务、殡仪服务、殡葬设备、生前事业和景观设计

五大板块于一身，业务已扩展至上海、北京、河南、重庆等近 20 个省的约 40 座城市，于 2018

年实现净利润 4.88 亿元 a，且其中大部分收入来自于高端的墓地服务。福寿园业务快速扩张的

背后有着其与政府部门关系紧密等因素，其扩张的路径在很多地方采用了 “ 低价获得划拨用

地 ”“ 产品低价进入市场，垄断后高价出售 ” 的方式，既给当地殡葬市场形成不合理的冲击，

而且存有损害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之嫌。

在小城市及农村，殡葬服务或产品通常由公办公营殡葬机构和一些当地的中小殡葬企业提

供，大部分殡葬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殡葬市场准入门槛低，中小殡葬企业经营方式较为粗放，

以 “小作坊 ”为主，殡葬用品及周边产品质次价高。一些公办殡葬服务机构如市县一级的殡仪馆，

垄断了高档次遗体接运、遗体整容、高价骨灰盒、吊唁设备租用等选择性服务的提供。有的地

方殡葬活动甚至存在被黑恶势力操控的情况，其强制性售卖高档骨灰盒、鲜花等殡葬用品，捆

绑销售高价 “ 一条龙 ” 殡葬服务。有地方存在医疗机构与殡葬服务公司串通的情况，太平间被

承包或托管给殡葬公司提供收殓、更衣、冷藏、存放等服务，逝者家属被强收远高于当地殡仪

馆服务价格的天价停尸费、穿衣费等。

综上，我国殡葬行业发展处于落后水平，殡葬服务的具体提供已然形成较为稳固的行业利

益集团，其对通过社会化机制递送公益性殡葬服务等有损自身利益的殡葬改革持保守态度，甚

至存在抵触的想法，再加上殡葬服务提供中部门利益施加的影响，殡葬服务提供的社会化机制

在夹缝中很难健康成长并最终发挥有效的作用。

（三）制度残缺

1. 殡葬服务筹资制度不健全

《社会保险法》规定，“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

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 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 然而，对于非因工（含

因病）死亡劳动者的丧葬费和遗属补贴，目前有效的全国性规定还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劳

动保险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具体来看，北京、浙江等省份执行的基本是《劳动保

险条例》的标准，由企业支付去世职工的丧葬费、一次性抚恤费或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

广西、福建等省份除了参照《劳动保险条例》向去世职工支付上述两类费用外，还向供养直

a  《殡葬业 “ 暴利 ”：有公司殡葬业务毛利率 88%  三年连涨》，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4/04/
c_1124324818.htm，2019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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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亲属按月支付救助性的生活困难补助金。从全国范围看，丧葬费、一次性抚恤费或供养直

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按月支付供养直系亲属生活困难补助金等 3 类待遇主要由企业承担筹

资责任。其中，对按月支付供养直系亲属的生活困难补助金，不少省份主要针对国有企业提

出要求，而对非国有企业并未做硬性规定。可见，非因工逝者的丧葬补助费与遗属基本生活

保障并未实现通过社会化的机制筹资，仍是企业特别是国企参与市场竞争的负担，给其在当

前经济下行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压力。同时，遗属所获得的补贴水平较低，不足以化解

其生活困境风险。

针对无正式雇佣关系的城乡居民，全国约50%的省份在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时，

建立了弥补逝者殡葬花费的丧葬补助金机制。也就是说，在当前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

5.3 亿人中，约有 3.3 亿人缺乏社会化殡葬筹资机制的覆盖 a。此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

未将直接化解遗属生活困境风险的补助机制纳入制度建设范畴。

2. 保障殡葬服务公益性的制度不完备

我国殡葬服务制度对殡葬活动管理乏力与殡葬市场的监管失灵，是纵容殡葬市场畸态扩张

和殡葬服务缺乏公益性的关键制度因素。一是 “ 多龙难治水 ”。殡葬服务体系完善是一个涉及

遗体处置、安葬、移风易俗等诸多内容的系统性复杂工程，涉及党和军队部门、政府部门、法

院和检察机关等多方的职责落实。从《殡葬管理条例》的现实执行情况看，其作为政府法规，

不仅对不属于国务院职能管辖范围内部门或机构所属医院停尸、所管殡葬文明新风建设等的约

束和协调能力有限，而且对民政、公安、工商等政府部门的协调联动规定简单粗糙，导致部门

间权责不清，很难实现各管理部门的真联实动。这导致对殡葬行业缺乏有效管理，是殡葬行业

乱象和殡葬服务公益性弱的重要因素。

二是对殡葬服务市场监管不到位。由于殡葬事务的特殊属性，工商、公安、市场监督等政

府部门对殡葬市场往往 “ 睁只眼闭只眼 ”，并不愿认真介入。由此导致殡葬服务市场成为市场

监管的 “ 漏网之鱼 ”，存在着以次充好、漫天要价、恶性竞争等非法、无序经营现象。尽管一

方面政府采取收紧墓葬用地供应的政策，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部门却从事着权钱交易、滥批乱

建的勾当。在殡葬文化未有大的变迁带来墓地需求特征无根本转变的背景下，这使城市墓地成

为稀缺资源，导致墓价因供求失衡迅猛上涨，也让某些经营者利用城乡墓地双轨制政策赢得超

额红利。由于殡葬服务经营的隐秘性，对公共机构经营者的监督管理存在缺位情况，给其违规

经营以可趁之机。近年来，一些殡葬领域的干部贪污受贿、胡作非为以致受到刑事处理的案件

不断被曝光 b。可以说，对殡葬服务市场监管不到位是殡葬行业乱象丛生和殡葬服务公益性远

远不足的直接致因。殡葬行业所具有的信息不对称和忌讳文化属性，使其成为一个未被充分关

注的暴利行业。与房地产行业和医药行业对比，殡葬服务提供乱象背后的行业利润率之高也不

遑多让（见表 1）。

a  根据《2019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2019）》“ 分地区年末
人口数 ” 整理计算所得。

b 郑功成、郭林、马金生：《< 殡葬法 > 制定研究》，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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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殡葬行业与房地产、医药行业利润率对比

行业名称 企业名称 类别 销售毛利润率（%）

医药行业

仁和药业 A 股上市 42.98

云南白药 A 股上市 30.55

哈药股份 A 股上市 27.24

辉瑞制药 美股上市 70.16

房地产行业

金地集团 A 股上市 42.68

招商蛇口 A 股上市 39.49

万科 A 股上市 37.48

保利地产 A 股上市 32.48

殡葬行业 福寿园 港股上市 88.36

福成集团（殡葬行业） A 股上市 87.96

资料来源：根据各上市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数据计算所得。

注：销售毛利润率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100%。

（四）治理不力

尽管《殡葬管理条例》的不少内容已不合时宜，但数次系统修订难产；尽管我国殡葬领域

存在的 “ 城市天价公墓 ”“ 豪华活人墓 ” 等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但政府并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办

法加以解决。出现这种治理不力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法规修订和政策制定并没有充分思考如

何在完善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同时，重视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积极功能，让正式殡葬服务制

度与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统筹联动，促推文明健康殡葬活动的形成。

1. 正式殡葬服务制度与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作用

正式制度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规范化、系统化、定型化的社会关系体系，通常表现

为依靠权力机构为后盾来实施的成文规范，主要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契约等 a。在我国

殡葬服务领域，正式制度就是《殡葬管理条例》及其他官方殡葬政策文件所形成的制度规定。

这些正式殡葬服务制度致力于塑造组织和个人殡葬行为的秩序化，并对越轨的殡葬行动进行

严格限制，促使组织和个人的殡葬行为具有同质性。当前，塑成节约、生态、文明、公平的

殡葬活动成为我国正式殡葬服务制度改革的主要政策取向，这体现的是现代公共政策的理性

特征。

非正式制度是长期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经过互动，形成的约定俗成且被一致认同并

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是

正式制度的延伸阐释或修正，它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准则 b。相较于正式

制度，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更为稳定持久。在《殡葬管理条例》所塑造的正式殡葬服务制度

a 章荣君：《乡村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解析》，《行政论坛》2015 年第 3 期。

b  ［美］道格拉斯 ·C· 诺斯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94 年，
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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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之前，我国社会成员的殡葬活动主要由包括殡葬文化和殡葬习俗的传统殡葬伦理这一

非正式制度规范。

文化具有惯性 a和相对稳定性。在发生文化变迁时，各部分的变迁速度不一，会造成不平衡、

差距和错位，即 “ 文化堕距 ”（Culture Lag）。其中，首先发生变化的是物质文化，而非物质

文化尤其是价值观念的变化最为缓慢 b。这种 “ 文化堕距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殡葬改

革中的具体表现为，事关殡葬的硬件建设通过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

效，使得殡仪馆、火化设备等设施与殡葬技术开发具备了现代化的特征；而传统殡葬文化和习

俗在 70 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并未失去其规范基层殡葬活动的地位，一直作为非正式殡葬服

务制度，通过路径依赖，以 “ 润物细无声 ” 的方式根植于社会成员的惯习之中，用 “ 无形的手 ”

对社会成员的殡葬行为发挥着软性约束作用。

总而言之，社会是由 “ 有字的规则 ”（即正式制度）和 “ 无字的规则 ”（如风俗、习惯等非

正式制度）共同构成的 c。两者往往相互交织，从不同层面影响并制约行为主体的各种行为，存

在互补关系 d。在殡葬活动的约束和规范体系中，正式的殡葬服务制度是基础的秩序系统，而非

正式的殡葬服务制度可依托传统殡葬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填补正式秩序之外的空白。殡葬法律体系

所形成的正式殡葬服务制度无法做到事无巨细的程度。即便能细化到该种程度，也易使得殡葬服

务制度制定、学习、执行和监督成本远超收益，并造成制度僵化。故此，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对

社会成员殡葬活动的影响和规范是长期存在的，其作用是正式殡葬服务制度无法完全替代的。从

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殡葬服务治理的关键点之一是要实现非正式殡葬制度的功能符合现代公共政

策理性。

2. 正式殡葬服务制度和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替代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存在互相替代的情况。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如果正式制度构

建存有漏洞，使社会制度结构存在断层，长期演化而来的非正式制度会形成对该领域秩序的补

位。我国《殡葬管理条例》迟迟得不到系统修订，无法完成正式制度覆盖殡葬活动规范的任务，

这就使非正式的殡葬服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由于我国传统殡葬文化

和习俗精华与糟粕并存，其在替代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时，既通过强调孝道和仪式给参与殡葬活

动者提供了较强的精神慰藉，发挥了促进家庭和家族团结与维护熟人社会互助的功能；又因灵

魂不灭、祖先崇拜、风水荫泽等仍根深蒂固地占据很多社会成员意识世界，催生了 “ 面子殡

葬 ”“ 薄养厚葬 ” 等殡葬陋习，为殡葬市场中的 “ 殡葬一条龙 ”“ 活人墓 ”“ 豪华墓 ”“ 农村买尸

配阴婚 ” 等殡葬非法经营活动创造了需求，造成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和殡葬迷信行为，

不符合现代公共政策的理性。

另一方面，当非正式制度的合法性被正式制度运行的逻辑否定时，会导致正式制度虚设

a ［英］泰勒著，蔡江浓编译：《原始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53 页。

b  ［美］威廉 · 费尔丁 · 奥格本著，王晓毅、陈育国译：《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
版社，1989 年，第 107 页。

c 林梅：《环境政策实施机制研究——一个制度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1 期。

d 唐绍欣：《传统、习俗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江苏社会科学》200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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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形成 “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的窘境。我国不少地区推行的强制火化

政策在现实执行过程中，重火化、轻安葬，具体表现为盲目追求高火化率指标，无视节地生

态安葬设施的建设与管理。这与我国传统殡葬伦理注重遗体或遗体转化物处置相违背，再加

上 “ 入土为安 ” 殡葬文化的影响，引发了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对骨灰盒进行 “ 二次装棺

葬 ”a，进而使得正式殡葬服务制度拟通过火化并采取节地葬式，实现节约土地资源和文明节

俭办丧事的目的成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中，正式殡葬服务制度虽然以改造非正式殡葬服务制

度为谋，但改造过程忽视了正式制度是嵌入到非正式制度之中的。换言之，正式殡葬服务制

度的设计仅看到了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是其改造对象，而忽视了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亦为其

文化环境的事实。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殡葬治理主要通过正式制度强调公共政策的理性，将非

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置于从属地位和作为改造对象，没有对传统殡葬伦理中的糟粕、中性、优良

文化和习俗分别进行有效规制、引导、包容，致使殡葬领域出现诸多乱象。

（五）实践效果不良

理念滞后、定位不清、现存制度残缺和治理不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殡葬服务的实践效果

不良。具体而言，《殡葬管理条例》等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构建并未与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充

分结合，滋生了诸多殡葬乱象，引发不少社会矛盾，给社会成员带来殡葬后顾之忧，使社会成

员对殡葬的稳定安全预期不高。

其主要有如下两条路径：一是殡葬服务政策无视传统殡葬伦理，而是按 “ 一刀切 ” 思维强

制实施，如现实中出现了 “ 强行平坟 ”“ 强收生前所备棺木致老人自杀 ” 等殡葬事件，削弱了社

会成员对其本人和家庭成员未来殡葬的稳定预期；二是殡葬市场紊乱助推殡葬高消费，如当前

普遍存在的 “ 殡葬一条龙 ”“ 城市天价墓地 ”、部分地区出现的 “ 豪华活人墓 ” 等体现的殡葬高

额支出，使人们对殡葬服务有序提供和殡葬合理花费缺乏足够的安全预期。

这种状况不仅无法充分保障社会成员理应享有的殡葬权，而且对社会稳定、移风易俗、环

境和土地保护等造成很大的风险，甚至给政府带来信任危机。例如，“ 周口平坟 ” 事件既造成

了社会的不稳定，又使政府部门在殡葬改革中的形象遭遇 “ 滑铁卢 ”；“ 豪华活人墓 ” 不但助长

了社会不正之风，还给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合理使用带来消极影响。

三、中国殡葬服务的发展思路

基于前述对殡葬风险应对的理论分析与典型国家殡葬服务发展的经验，应将殡葬服务定位

为社会保障机制，这是破除殡葬乱象和殡葬问题的关键前提。同时，为扭转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重生者、轻逝者的理念偏差，正确的取向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对殡葬风险的机制，具体

思路为构建殡葬服务筹资、殡葬服务递送、殡葬人文关怀 “ 三位一体 ” 的机制，解决人生最后

a 有地方的 “ 二次装棺葬 ” 使用长期难以腐化的石制棺材，其对土地资源的破坏程度较以往使用木制棺材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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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里的保障问题。

（一）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联动，完善殡葬服务筹资机制

在殡葬服务筹资机制方面，借鉴德国和美国等典型国家的经验，并考虑到我国作为社会主

义国家应给予国民充分的殡葬稳定安全预期，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为主、社

会救助发挥补充作用的结构特征，建议我国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支付丧葬费用机制，在养

老保险制度中嵌入遗属保险机制，弥补社会保险参保者这一主体人群 a 的丧葬费用并保障其遗

属的基本生活，同时完善惠民殡葬政策，有效对弱势群体的基本丧葬费用给予资金支撑，并辅

以社会救助机制，对生活陷入困境的遗属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第一，对惠民殡葬政策，应保障其公平性与充分性。鉴于惠民殡葬政策地区公平性不佳和

救助特征过于明显，建议借鉴德国殡葬救助的经验，提升标准，扩大覆盖面至所有的困难人群。

为改观当前惠民殡葬政策财政体制呈现出的地方责任特别是县级地方政府责任过重的不合理局

面，建议采取中央对地方专项基本殡葬服务转移支付机制，地方政府将基本殡葬服务类支出明

确纳入预算管理，为惠民殡葬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财力支撑。

第二，在社会保险支付丧葬费用方面，目前需完善的重点在于养老保险支付丧葬费用机制。

丧葬费用属于一次性支付资金，不会对养老保险基金等造成过大的额外财务压力。一方面，应

在职工养老保险当中真正建立起社会化的丧葬费用支付机制，由养老保险基金承担相应筹资责

任，实现丧葬费支付从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险的转型，进而降低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负担。

在丧葬补助金水平方面，针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者，很多地方在具体实施中一般规

定，丧葬补助金为参保者死亡时该地上年度 3 倍左右的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或者上年度 3 个

月左右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抑或上年度 3 个月左右的人均基本养老金，有些地方则规定丧

葬补助金为一具体金额。一般而言，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同期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故在计算

月数相同的前提下，基于后者计算的丧葬补助金少于基于前者计算的额度。2019 年，全国企

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约为 2885 元 b。如果以其为基础来计算，那么丧葬补助金远高

于基本殡葬服务千余元的全国平均消费水平；若以平均工资水平为基础来计算，则更是如此。

此外，采取固定金额模式的省份规定的丧葬补助金额度一般能充分满足基本殡葬服务的消费

需求。

另一方面，要全面推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付丧葬费用机制。目前，10 余个省份的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已明确设定了主要由财政支持的丧葬补助标准或额度（见表 2）。其中，

浙江、上海、福建等省份的丧葬补助金水平已可满足对基本殡葬服务的消费需求。未来的政

策选择应是，尽快在各省全面推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付丧葬费用机制并完善补助动态调整

办法。

a  截至 2019 年末，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96754 万人。参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9 年度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
szrs/tjgb/202006/W020200608534647988832.pdf。

b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公布的数据，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在 2016 年达到 2362 元，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上调比例分别约为 5.5%、5%、5%、5%，由此得出，2020 年约为 288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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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省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费标准或额度

省份 丧葬补助金标准或额度 2019 年水平

浙江 参保人死亡当月当地 20 个月的基础养老金 至少 3100 元

福建 当地当年 20 个月的基础养老金 至少 2460 元

青海 10 个月的省基础养老金 至少 1800 元

重庆 12 个月的市基础养老金 至少 1440 元

甘肃 中央和省级 12 个月基础养老金之和 至少 1236 元

西藏 6 个月的基础养老金 至少 1080 元

安徽 最低标准为 8 个月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 至少 704 元

新疆 不低于参保人死亡当月当地 4 个月基础养老金 至少 560 元

上海 6000 元 6000 元

陕西 不低于 800 元 不低于 800 元

山东 500—1000 元 500—1000 元

云南 不低于 600 元 不低于 600 元

广西 不低于 600 元 不低于 600 元

资料来源：根据各省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和基础养老金水平等数据整理所得。

第三，建立遗属保险制度。建议将遗属保险纳入到职工养老保险范畴之内，在充分考虑到

经济下行压力和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大的基础上，设定遗属保险待遇的适度替代率，并结合

遗属自身养老金等待遇的情况，测算需要保障的遗属当前和未来对资金的总需求和平均需求，

由养老（遗属）保险基金对去世参保者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等遗属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有研

究对占遗属主体的老年遗属所需的遗属保险待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如果遗属保险的覆盖

人群为除靠离退休养老金生活之外的所有老年丧偶人口，且替代率为已故职工养老金水平的

75%，那么到 2035 年和 2050 年所需的资金量分别为 2808.56 亿元、4781.37 亿元，分别占当年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 3.56%、2.98%a，并不会给养老保险基金带来较大的负担。此外，要积极

探索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构建遗属保险的办法。

（二）社会化与公益性并重，优化殡葬服务递送机制

在殡葬服务递送机制方面，要体现社会福利服务的公益色彩，充分发展递送殡葬服务的社

会化机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殡葬服务具体提供的文化性较强，并体现着一个国家政治制度

特征，故定要格外注重与我国具体国情紧密结合。具体而言，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殡葬文化

具体特征等决定了殡葬服务建设的国际借鉴要扬弃不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内容。例如，西方国

家普遍实行土地私有制，其殡葬设施尤其是墓地设施具有根据土地所有者意愿建设的法理基础；

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在根本上要求土地的使用必须重视公共利益和人民权益，利用土

地这一重要公共资源来进行建购豪华墓等个人炫耀性殡葬活动是定要严加禁止的。

a 姬飞霞：《中国遗属保险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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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我国殡葬领域，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的交织形成了政策制定者和既得利益者不约

而同事实合谋的畸态。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这种不约而同的合谋是强势部门利益和逐利

行业利益交织的必然结果。我国殡葬服务递送制度的完善首先需在构建各管理部门真联实动机

制基础上，真正打破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的藩篱。否则，即使殡葬服务递送制度规定再完善，

也是没有 “ 坚硬牙齿 ” 的机制，难以真正做到有效落实。具体来看，应理顺公共部门、社会和

市场在殡葬服务递送中的关系，提升殡葬行业的水平，增强殡葬服务的公益性。

为有效维护殡葬安全，建议借鉴殡葬服务提供中政府、社会和市场合理分责的国际启示，

同时考虑到我国土地公有制和土地安全，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和分布状况，对火葬场、墓地

等殡葬重大设施进行合理规划和建设，由公共部门经营，保障殡葬技术服务的公共性，特别是

要祛除城市公墓的经营性，保障其公益性。对其他殡葬服务尤其是殡仪服务实行有效的社会化

或市场化改革，引入主要面向社会大众提供基本殡葬服务的优质公益性社会服务力量与主要面

向少数需求者提供高档殡葬服务的优质营利性民间资本，且给予二者差别化的公共支持，并通

过有效的政府定价、经营许可、负面清单管理等规制机制与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使这些殡葬

服务价格合理化。随着殡葬文化和习俗的逐渐理性化，最终实现技术服务之外的其他殡葬服务

递送者以公益性社会组织为主、营利性殡葬企业为辅的格局，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公益性

的殡葬服务。此外，对军人等具有特殊贡献的群体，建议由公共部门提供专门的殡葬设施和殡

葬服务。

此外，为通过社会化机制进一步增强殡葬服务递送的公益性，有必要充分发挥乡村自治的

作用。作者调查发现，中国北方一些农村以宗族或熟人社会为单位，由 1—2 名具有影响力和

公信力的成员来组织殡葬活动。近年来，这些地方殡葬活动组织者的出生年代结构呈现出一定

变化，一些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者开始承担其所在宗族或熟人社会殡葬活动的安排任务。较其

长辈，这些组织者观念更开放，他们有的注重摒弃殡葬活动中的 “ 吹拉弹唱 ” 等消费活动，并

通过与其他成员达成共识，将简化后的殡葬程序作为本族或熟人社会需遵守的殡葬活动标准。

这体现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新一代成员登上农村自治舞台，使农村殡葬观念和殡葬活动

更加符合公共政策理性。在未来，随着出生年代更加靠后的成员成为农村的主体自治力量，农

村殡葬观念和活动会更加合理。建议出台积极的公共政策，对上述农村殡葬活动的自治简化给

予资金支撑，让传统自治办法与现代公共机制有效结合，形成社会化机制，实现这种自治简化

的升级。需要注意的是，公共资金的输出路径和对象要合理，谨防出现因利益问题破坏农村殡

葬自治简化的进程。

（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调，构建殡葬人文关怀机制

在殡葬人文关怀机制方面，应以提高殡葬服务治理的质量为目标，厘清正式殡葬服务制度

与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作用范围，妥善调节二者关系，构建起刚性制度安排和柔性殡葬伦理

合理联动的机制，这是破除殡葬乱象和化解殡葬问题引致的社会矛盾的根本所在。

正式殡葬服务制度和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共同构成了指导社会成员殡葬行为的规范体系，

二者并非完全排斥的关系，因此首先要厘清其对社会成员殡葬活动施加作用的边界。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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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殡葬人文关怀机制的构建需做到如下方面：一是殡葬服务法规和公共政策等正式制度的完

善需要充分与传统殡葬伦理中的文化和习俗精华紧密结合，实现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科学性和

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人文性充分融合；二是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构建和运行要对传统殡葬伦

理中的糟粕文化进行规制，防止其引致的不健康殡葬观念和行为替代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作用，

而导致殡葬乱象，要促使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目标取向符合现代公共政策的理性；三是对于

不符合殡葬公共政策理性特征但并非糟粕的传统殡葬文化和习俗，正式殡葬服务制度既不应主

动融合，也不要强制排斥，而是需采取引导策略，并面向社会成员开展理性的生死教育。

在构建殡葬人文关怀机制过程中，需对两个方面给予重视。第一，发挥殡葬服务筹资机制

对健康文明殡葬文化和习俗的引导与塑造。正式殡葬服务制度可以调整社会成员在殡葬活动中

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为正式制度会产生一种无形的 “ 合法化 ” 压力 a，引导社会成员调

整殡葬活动方式来适应制度安排，进而对非正式制度中的殡葬文化和习俗进行形塑，促使其朝

着公共政策理性化方向发展。针对惠民殡葬政策对社会成员选择节地生态安葬的导向不足，建

议设定惠民殡葬政策所支持的基本殡葬服务内容不仅须包括遗体接运、暂存、消毒、火化等葬

前服务，而且要包括骨灰的寄存、树葬、花葬、草坪葬、壁葬、塔葬、海葬、公益性节地墓位

等节地生态安葬服务，并将采用这些基本殡葬服务项目作为获得费用减免或补贴的刚性条件，

以在火葬区推进火化率提高与骨灰节地生态安置的发展，在土葬改革区鼓励群众自愿火化、遗

体安葬生态化。这是利用公共资金引导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逐渐符合现代公共政策理性的关键

方面。同时，建议将在殡葬活动中采用节地生态葬式，作为享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

险等社会保险支付丧葬费用待遇的核心条件，以助推健康文明殡葬方式的形成。

第二，合理调节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殡葬服务强制性和人文性的关系。非正式殡葬服

务制度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员殡葬活动的开展，以至有时能够较好地弥补正式制度无法覆盖的

领域，独立调节殡葬活动中的社会关系。然而，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事发地的死亡人

数往往会激增。此时正式殡葬服务制度规制的殡葬机构特别是殡仪馆较之其他公共场所，存在

更多的感染风险。殡仪馆等机构在具体地区一般数量有限，一旦有工作人员被感染，则会因集

体隔离而不能正常运转，这会导致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殡葬服务的缺位。因此，在突

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殡葬服务机制除了需完成制度内任务外，还承担着公共卫生安全和维

护社会稳定的责任。而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软性约束特征难以适应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

紧急性要求，甚至有因殡葬活动导致重大感染的风险。正式殡葬服务制度作为调节最根本、最

基础殡葬社会关系的强制性机制，应成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殡葬活动的主体规范，以一

并实现开展基本殡葬活动等制度常态目标与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急时目标。同时，

让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辅助作用，以使殡葬活动具备基本的人

文关怀。

a 刘玉照、田青：《新制度是如何落实的 ?——作为制度变迁新机制的 “ 通变 ”》，《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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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eral Services in China: Core Issu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Guo Lin
(School of Sociology / Elder Service Research Center,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Funeral is the last step to life, as well as its final concer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PC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vision of fu-

neral services,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new system by promoting a shift away from outdated social 

practices and encouraging crem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emeteries. In addition, those with diffi-

culties are provided with funeral services safety nets. However, the current system is far from mature. 

The shortage of affordable funeral services, chaotic situations arising in funeral arrangements, and the 

resulting social problems cannot be ignored. In this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incorporate funeral ser-

vices into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construct the triad of the funeral service system: financing, 

service delivery, and humane care, so as to relieve people's worries about funeral services. The reform 

should start from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al funeral services and in-

formal funeral services and, while regulating the funeral service system and promoting its healthy de-

velopment, establish a synergistic linkage between rigi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flexible ethics 

so as to provide people with stable expectations.

Key words: funeral services; social security; human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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