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字、图片、视频，积淀出丰富的生命文化

网络祭扫 让思念不再无处安放
随着互联网在殡葬行业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接受通过网络进行祭扫。 无论是不是清明节，也不管身在何地，人们都可以借助这

种新方式寄托哀思。 网络祭扫，既是对逝者的纪念，也让生者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不仅改变怎么纪念逝者
还关系到生者如何生活

“随着时代变迁， 传统祭扫方式本身的现实困境
日益凸显。 ”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上海理
工大学教授乔宽元说，一方面，由于人口流动性大，
清明时节， 一些身在外地的人很难回到家乡的故人
墓前，他们的祭扫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城
市里的墓地往往比较集中，高峰时段容易出现拥堵，
很多人真正用在墓前祭扫的时间非常短暂， 甚至只
是简单走形式， 并没有充分体现祭扫应有的意义和
功能。

“不过， 这些仅仅是表象，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
的观念亟待转变，这关系到殡葬改革的方向。 ”乔宽
元说，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遗体火化率在 50%上下
波动，还有不少人纠结于遗体的保存上。 即使大中城
市已经普遍实行火葬， 也仍然面临存量土地的刚性
制约，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墓地紧张导
致价格一路走高。“无论是讨论如何保存遗体，还是
如何保存骨灰，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无解的僵局。 事
实上，清明节的内涵在于慎终追远，我们真正要思考
的是人死之后，究竟该保存什么。 在我看来，最值得
保存的其实是逝者用一辈子创造的生命文化。 ”

生命文化何其丰富， 又该用什么方式加以保存？
很长一段时间里，乔宽元都没能找到理想的答案，而
网络祭扫让他眼前一亮，“以实物形态保存下来的生
命文化毕竟有限，普通老百姓需要寻找一种载体，既
不占空间，又能永久传承，还可以扩展，互联网恰好
就提供了这样的手段和平台”。

乔宽元说，网络祭扫既能够将逝者的人生故事、影
像资料等保存下来， 又可以积累下生者对于逝者的纪
念，祭扫不再是形式主义走过场，而是形成对逝者生命
文化新的感悟和理解，进而代代传承、弘扬开来，这种
文化上的富集与沉淀所产生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新的祭扫方式改变的不仅是逝者怎么纪念，还
关系到生者如何生活， 由此引发养老方式和生活方
式的深刻变革。 ”乔宽元说，如果全社会把关注点更
多地放在生命文化上， 老人就不必再为精神空虚而
苦恼， 他们可以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而
有意义，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人生故事，晚辈也会更
留心收集老一辈的资料， 让我们的家庭和社会都建
构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目前， 生命文化服务还处
在刚刚起步的状态，需要政府提供支持，也需要借助
市场和社会的力量， 共同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和进
步。 ”①2 （据《北京晚报》）

服务项目不断拓展 时空信箱抚慰哀伤
在贾永清创办的天堂纪念

网， 像程曦这样的用户有百万之
多。 而在他刚刚踏入这一行业的
2009 年底， 网络祭扫几乎是一片
空白。

“我们希望借助互联网技术，
打造‘数字化生命遗产纪念馆’，让
后人能够通过文字、照片、视频等
多种形式， 了解自己的祖辈对家
庭、对社会作出过哪些贡献，并通
过比对各地同宗族谱，知道祖辈来
自何方， 有着怎样的传统和家风，
同源宗亲分布在哪里。”贾永清说，
在平台的发展过程中，服务项目不
断拓展，功能不再局限于“老百姓
的档案馆”。

5 年前，贾永清意识到，平台
上有不少用户很难接受亲人的离
开， 特别是一些遭遇丧子之痛的
父母， 字里行间都带着痛苦和绝

望，“对他们来说， 撰写追忆文章
远远不够， 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
和帮助”。 于是，“时空信箱”应运
而生，“家属给逝者写完信以后，
会收到回信， 其中有专门请来的
心理专家进行哀伤抚慰”。

之外， 平台还在两年前推出
“数字悼念厅”， 让不能赶到现场
的人们通过直播参加在线告别
式，送逝者最后一程。

提供免费建馆服务的同时，
贾永清也对平台上的部分功能采
取了会员制的收费模式。 对于收
费理由，贾永清毫不讳言，甚至在
网站上直言相告，“考虑到纪念网
站需要严肃、 清静， 不宜滥发广
告，而网站运营要有员工工资、场
地租金等各项开支， 因此选择会
员收费”。

即便如此， 贾永清还是不得

不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网站开
办快 10 年， 亏了将近 1500 万
元”。 他曾犹豫过要不要关掉网
站， 但想到那么多人把逝者一生
的资料都放了上去， 还写了那么
多悼念逝者的文字， 他就立刻打
消了这样的念头，“对很多人来
说，这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贾永清相信， 网站迟早会迎
来苦尽甘来的一天，“在民政部去
年印发的《关于推进‘互联网+殡
葬服务’行动方案》中，明确要求
‘逐步开展远程告别、 网上祭奠、
网上预约预订等线上线下互动服
务’，《殡葬管理条例》（修正草案
征求意见稿） 中也提出，‘有条件
的地方可以设置祭扫专门区域或
者公祭区域，开展社区公祭、集体
共祭、 网络祭扫等追思活动’，可
见网络祭扫将会成为大势所趋”。

思念不再无处安放 亲戚重新抱成一团
“爷爷奶奶 ， 我来看你们

了…… ”清明节将至，程曦在电
脑前默默写下一篇千余字的追
忆文章，发到在网上为两位老人
创建的纪念馆。 身为医生的她，
这个假期需要留在单位值班，不
能回湖北老家与亲友一起到老
人墓前，于是她早早来到这个网
上纪念馆，进行一场网络祭扫。

“两年前， 我无意中听说了这
种祭扫方式，觉得很特别，上面不
仅可以填写逝者生平简介、上传照
片和视频等资料，还可以用虚拟方
式完成点烛、上香、献花等操作。 ”
程曦说，小时候，爸妈工作忙，她由
爷爷奶奶一手带大， 他们相继离
世，让她感伤不已，“我出来上大学
以后， 很少有时间回去看他们，上
了班更是抽不开身，连他们的最后
一面都没能见到，清明祭扫也很少

参加，心里一直觉得很愧疚。 ”
想爷爷奶奶的时候， 程曦就

会在上面写点东西，“有的是回忆
过去的一些事， 有的是跟他们聊
聊我的近况， 虽然没有在他们的
墓前，但觉得他们就在我身边，静
静地听我念叨。 每次跟他们说完，
我的心情就畅快许多， 对他们的
那份思念也不再无处安放”。

上大学前， 程曦曾在老家跟
着父母一起去给太爷爷上坟。 对
于传统的祭扫方式，她心生敬畏，
却又有着一肚子的不解，“赶上除
夕或者清明， 墓地里到处弥漫着
烧纸的浓烟，呛得人直流眼泪。 放
炮的时候， 一不小心还会引燃枯
木杂草。 焚香、祭酒、磕头等一整
套流程下来， 我最多只知道太爷
爷姓甚名谁， 至于他的生平和故
事，一无所知”。

相比之下，程曦发现网络祭扫
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爷爷奶奶
去世以后，一大家子好像突然失去
了凝聚的支点，好多亲戚也都在外
地，很少再联系。 但当我把网上纪
念馆介绍给他们以后，大家又重新
抱成一团。 ”令程曦感到欣慰的是，
一些多年未见的亲戚，也找出家里
的老照片， 翻拍以后传上去，“起
初，曾有亲戚担心泄露隐私，但得
知可以设置访问密码后，他们就觉
得踏实许多。 ”

如今， 网上纪念馆里有关爷
爷奶奶的资料越来越多， 甚至凑
齐了不同时期的全家福，程曦说，

“这样一来，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能
对家史有更全面、更直观的认识，
大家既可以在这里缅怀故人，也
能互相联络交流， 让整个家族枝
繁叶茂”。

特价处理
已嫁接过的软籽石榴苗，进入盛果

期的软籽石榴树；春蜜早桃树，黄金梨
树，苹果树，树莓小苗。 另有 散养生态
鲜鹅蛋出售，可零买，可装礼品箱。

电话：1983770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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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出售、出租
市区荷花广场地下停车

场，现有 2个车位，对外出售
或出租。

电话：15838769179

遗失声明
人民路朝山街口一单元房

出售，6楼 121平方米，大市证。
电话：15539966809

出售
●南阳市卧龙区派铂厨具商行(注册

号:4129291979090173X01） 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出租
长江路东段樊庄， 民房

独院 300 平米，水电齐全，出
路好，适合仓储、托教、培训
班等。
联系电话：13903770061

扫一扫

△《南都晨报》全国统一刊
号，刊发遗失、声明、公告等具有
法律效力；

△报社公众号、100 余个微
信平台同步播发，影响大、效果
好、且收费低；

△刊登广告方便、 快捷，一
个微信（15538736300）即可！

●南阳建业凯旋广场二期商业 10-
101 户 ， 赵 天 鹏 ，0903970、0904018、
0904031、0904019、0903457收据丢失，声
明作废。

●南阳思必得商贸有限公司，兹证明
税号 67804527的发票丢失，声明作废。

转让声明
南阳天一出租汽

车 有 限 公 司 ， 豫
RT0211 号出租车主
包中欣经营权转让，
从 2019 年 4 月 4 日
转让经营使用权，特
此声明。

转让声明
南阳市鸿瑞出租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豫
RT0705 原车主王洪蕊
（ 身 份 证 号
412922197909016125）
经营使用权转让给新
车主宋应才（身份证号
41290119711020551
3），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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