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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件整容修复工具如数家珍，十
几个头骨模型整齐排列……自 1997 年
投身殡葬行业以来，20 多年间，上海市
龙华殡仪馆遗体整容高级技师王刚在传
统遗体修复技术基础上，不断提升遗体
修复技术科技含量，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给家属一丝安慰，也让逝者“从容远行”。

“工匠精神”必精于细

打开一个王刚常用的化妆箱，里面
装有几十种颜色的底霜。“这是底妆，有
固体、液体、膏状、粉底液、粉底霜等，根
据逝者的肤色调配颜色。当逝者肤色发
黑、发黄、发紫时，就用褐色底妆去调和，
这样能呈现出跟正常人一样的肤色。”王
刚说。

听完王刚的介绍，发现这些化妆品
并非普通化妆品，王刚也并非普通美容
师。“为逝者化妆，不是要画得有多漂亮，
而是要画得像。”王刚告诉记者，这里面
虽然没有特别高深的技术，但只要用心，
就会有新发现。比如，人体直立和平躺
时的表情分布有所不同，在化妆过程中，
就要考虑平躺的特点，来构思和勾画轮
廓，如果按照站立的感觉去画，仪容不会
理想。

为了让逝者的面容生动逼真，除了
化妆，往往还需要整容。有一次王刚需
要为逝者种植眉毛和头发，他小心地用
镊子夹起平均不足 1 厘米长的毛发，比
对脸部特写照片，仔细研究眉毛的深浅
和走向，用了足足七八个小时，眉毛和头
发终于纤毫毕现地呈现出来。

这样高难度的工作，王刚每年都会
碰到，他深知，遗体整容修复还处在“手
艺活儿”的阶段，还有很多瓶颈待突破，
时间、个人能力、操作工艺、标准保持
等，迫切需要引入科技的力量打开新
局面。

引入3D打印技术

时光倒回22年前，王刚从技工学校
工商管理专业毕业，适逢上海龙华殡仪
馆招工，王刚由此进入了这个行业。“我
从小喜欢绘画，母亲是老一辈殡葬人，从
小耳濡目染，让我对这个行业并不陌
生。”王刚回忆起当年初次为逝者化妆的
场景，内心还是难免害怕，“冰冷的感觉
透过指尖传遍全身，虽然心里早有准备，
但手指还是会不听话地微微发颤”。

随着入行时间变久，王刚不仅爱上
了这一行，而且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
整容技术的未来：如何能让逝者面容恢
复如初，永远定格于亲朋心中最熟悉的
样子？

于是，王刚从基础的人体结构知识
学起，广泛涉猎与殡葬、医学相关的各种
书籍。2002年，王刚被选派去加拿大北
美殡葬行业中心培训半年，“去了才了解
到国内外在殡葬理念和技术等方面的差
距有多大”。王刚说，加拿大不仅研究如

何让殡葬设备在操作上更便捷，还会考
虑这些设备对操作者本身的劳动伤害问
题，非常人性化，“这让我觉得国内殡葬
行业有很多空白需要去填补”。

2004 年至 2006 年，王刚和同事承
担了不少赴外地殡仪馆技术援助工作。
他发现，一旦发生重大灾难事故，遗体量
太大，往往不能及时处理，纵有一身技
艺，却无奈没有分身术。“我当时有一个
强烈的想法，就是希望找到一种办法，既
能保证遗体复原程度，又能便捷操作，节
省时间。”王刚说。

于是，王刚注意到当时刚刚兴起的
三维扫描技术。他将受损的遗体部位作
三维扫描，通过电脑恢复数据，从而获得
逝者面部轮廓虚拟模型。之后用三维雕
刻机将模型雕刻出来，后期再用手工实
施面部细节上的操作，最后制作成模型，
移植到遗体上。2010年，由王刚领衔的

“王刚遗体修复工作室”挂牌成立，他也
被业内誉为“国内遗体整形第一人”。

但是，王刚依然不满足。2015年天
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促
使他引入3D打印技术。

时至今日，在王刚工作室的一侧墙
上，还挂着一排消防战士的照片，这是天
津港事故中牺牲的消防战士的照片。当
时，王刚作为技术外援，赶赴天津为其中
牺牲的 10 位消防战士做遗体修复。“根
据安排，每具遗体在大殓前只有十几个
小时的时间可供我们操作，于是我决定
采用最节省时间、但技术难度最高的一
种。”王刚说。

他先将烈士面部表层的焦炭去除，
内部用防腐液固定，然后将表皮组织干
燥后，直接在上面用雕塑泥塑型。“捏”出
一张人脸的技艺在国内几乎没有先例，
这依赖整容师的直觉和经验，更需要不

断地操作历练，对尽可能多的人类五官
特征了如指掌。战士们大殓时复原的面
貌让家属激动哭泣：“是他的样子！我们
还记得他的模样，这就是他的样子……”

然而，这次任务后王刚再一次陷入
思考。“一直以来，遗体整容行业在对遗
体修复的逼真度上完全取决于整容师个
人技能的掌握和展现。这显然不利于技
术的传承、推广和大规模应用。”王刚说，

“面对天津港这样的大型事故，时间紧任
务重，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遗体修
复技术，弥补现有技术中依赖手工操作，
修复时间长，无法大批量修复的技术缺
憾”。

为此，王刚从天津回来后立即向上
级部门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很快，上海市
民政局和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开始引进
3D 打印技术。2016 年 3 月 30 日，全国
首家“3D 打印遗体修复工作室”在龙华
殡仪馆成立，将3D打印技术与传统遗体
修复技术相结合，利用创面扫描、电脑三
维建模、3D打印、植入毛发、妆面修饰等
技术再现逝者生动仪容，修复相似度可
达 95%以上，且花费时间可缩短至 2 天
以内。这也意味着上海遗体修复技术从
手工化迈向数字化，实现了质的飞跃。

持续传承工匠精神

所有生命都值得画出最美、最庄重
的休止符，这是王刚的愿望。他很清楚，
这需要更多的“灵魂画家”。他一直为之
努力。

在一次又一次的紧急援助工作中，
王刚愈发意识到团队建设的重要性，他
说：“在大型救援工作中，遗体修复是一
个系统工程，如果所有环节都有能手，就
可节约宝贵时间，大大提升修复效率。”

因此，从“王刚工作室”成立之初，他就把
带团队、建队伍作为一项核心任务。

在带教过程中，王刚创造性地利用
启发式教学、情景模拟、结构化研讨、

“头脑风暴”等形式开展带教活动，提升
团队的创造性；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做
调研、数据分析、撰写论文，提升团队的
理论知识水平；开展内部技能比武，为
成员制定专项技能发展规划，提升团队
的业务水平和操作能力。工作室不仅
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传帮带平台，更是
一个孵化创意、培养人才的研究平台。
在良好的氛围和机制作用下，各类人才
崭露头角。

如今，在王刚的团队中，涌现出常燕
蓉、张斌斌、陈钰等一批技术尖兵。这些
青年才俊个个身怀绝技，在各自领域中
表现优异。他们有人考上了遗体整容高
级工、技师，有人荣获了“全国殡葬工作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还有人在全国性赛
事中摘得桂冠。在群星闪耀的“王刚工
作室”里，更多的“王刚”正茁壮成长。

行业需要更多的“王刚”，还需要更
多培养“王刚”的学习交流平台和载体。
这些年来，王刚一直身体力行。他参与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遗体防腐师》制定工
作，编写教材，出版《遗体修复》专著，把
经验上升到理论和标准层面。他参加全
国性赛事的竞赛拟题、执裁和培训，进入
民政院校殡葬专业开展“名师带徒”工
作，通过远程教学、实地讲学等多种形式
不遗余力地将自身所学传播到全国
各地。

“长期的殡葬工作，让我觉得时间特
别珍贵，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助更多的
人，陪伴逝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我觉
得这是非常有意义、有成就感的一件
事。”王刚说。

上海市龙华殡仪馆遗体整容高级技师王刚：

为生命画出最美的休止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1997 年 3 月 9 日，年过花甲的退休

干部罗光彩拽着老伴陈明珍来到贵州桐
梓县娄山关北麓的牛心山，开始了他在
贫瘠的石漠化荒山上的造林事业。

早在 1990 年，一直有着绿化荒山
情怀的罗光彩就开始在桐梓县郊外的山
山岭岭调研考察，最后决定向石漠化发
起“冲锋”。

“红军攻占娄山关，我要拿下牛心

山。”罗光彩对老伴说。面对老伴“你
想去活受罪是不”的质疑，有诗人情
怀的罗光彩说道：“森林减少飞鸟稀，
山光岭秃禽兽绝，自然生态失平衡，
赤地千里人自灭……”并最终说服老
伴把家搬到了山上。山上昼夜温差大，
罗光彩刚上山就感冒了，咳嗽不止。为
了不耽误植树，他大剂量吃药。山上蚊
子苍蝇多，经常被叮咬得全身红肿，他就
擦点碘酒应付。

2000年，家住牛心山山腰的村民黄
明芳几次想要搬往山下居住，由于家庭
贫困无法实现，罗光彩得知情况后主动
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款2万元帮助她
搬到牛心山下居住。自此他独自揽下了
将荒山变青山的活儿。

为了买树苗，罗光彩和老伴商量
着把自家房子卖了，用卖房子的钱买
了 1 万棵树苗。两位老人每天往山上
搬运树苗，累了席地而坐，渴了喝几
口山泉水，饿了啃几口苞谷。半夜收
工回来，罗光彩习惯烫烫脚，老伴提
着煤油灯在一旁用绣花针帮他挑破脚
上的血泡……

2010年3月12日，手上布满老茧的
罗光彩捧着仅有的 1 万元存款看着老
伴，老伴心领神会地对他说：“拿去买树
苗吧！”罗光彩开心地笑了。

一车车树苗运往牛心山脚，前来帮
忙的村民马启敏喃喃地说：“都退休这么
多年了，不享清福脑壳糊涂。”罗光彩挽
了挽袖子高声说：“生态无私明赏罚，天
公有制令鲜残。”接着又苦口婆心地讲，

“爱护生态，植树造林，保护环境，自然灾
害就会远离我们。”

罗光彩心里很清楚，家里并不宽裕，
老两口身体每况愈下，儿女们都有自己
的负担，自己把积蓄用来购买树苗，只有
委屈家人了。

2015年老伴去世，留下罗光彩独守
山林。儿媳多次劝他下山安享晚年，罗
光彩却说，山下的儿女已无需操心，山上
的“儿女”正长势喜人，需要看护。

21年来，罗光彩老人共投入个人资
金50万元，种下松树2万余株。

如今已 80 多岁的罗光彩，精神矍
铄，声音洪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我要一直栽下去！”罗光彩老人说。

誓将荒山变青山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梁瀚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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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全在固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调研。

（资料照片）

王刚（左）在和同事探讨业务。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罗光彩看着辛苦栽种的一棵棵小树长成参天大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资料照片）

处在大城市的研究院
所，科研人员有着开阔的
视野、便捷的资讯、前沿
的选题、充足的经费、丰
富的人脉和先进的仪器
……然而，在中国农科院
饲料研究所博士王金全看
来，走到一线去，让科技
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
富，才是自己最想做的
事情。

2016 年 12 月份，王
金全作为中组部、团中央
第十七批博士服务团成
员，前往宁夏固原市挂职
市长助理，任期一年。可
是期满后，王金全却主动
提 出 要 继 续 延 挂 一 年 。

“一年时间太短，在固原
有很多事还没做完！”

固原是陕甘宁革命
老区，也是少数民族聚集
区和全国集中连片深度
贫困地区，财政支出 90%
依靠国家财政，5 个县区
的 脱 贫 攻 坚 任 务 十 分
艰巨。

在固原的两年间，王
金全走遍了原州、西吉、
泾源、彭阳、隆德等县

（区） 的62个乡镇，深入
田间地头，走访农民合作
社、深度贫困村和 30 多
家涉农企业。他怀着把论
文写在大地上的梦想，投
身极度干旱地区，为当地
群众脱贫致富作出了巨大
贡献。

2016年底，王金全来
到固原后，就马不停蹄地
开始了工作。他很快发
现，固原虽土地干旱贫瘠，但草畜、冷凉蔬菜、马铃薯、中
药材、小杂粮等产业有良好基础，最适合发展脱贫、扶贫
产业。经仔细研究、认真梳理和反复思考，王金全最终形
成了《固原市草畜产业和肉牛养殖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办
法》《固原市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和发展建议》调研报告，
上报市委、市政府，为当地的产业发展以及脱贫路径谋划
出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王金全发现固原市没有被纳入农业部门“粮改
饲”全国试点，为此他多次拜访原农业部畜牧业司汇
报固原脱贫工作、反映草畜养殖实际情况，最终为固
原争取到国家“粮改饲”专项经费 3550万元，直接补
贴到固原的 5 个县区，累计种植面积达 40 余万亩，完
成饲草料调制 70 余万吨，极大提高了当地农民种植青
贮玉米的积极性，有效缓解了固原发展养殖业急需解
决的饲草料短缺问题。

“你不是一个人去挂职，整个中国农科院都是你的
坚强后盾！”王金全时刻牢记着院领导的这句话。

宁夏的银川、石嘴山、吴忠、固原、中卫 5 个市
都挂牌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但都普遍存在运行
机制不畅、人才缺乏、服务地区脱贫攻坚能力不够
等难题。对此，王金全先后几次邀请组织中国农科
院专家到宁夏调研，努力推进宁夏科技厅与中国农
科院紧密对接，极力把中国农科院的技术和人才引
入宁夏。

在王金全的极力推动下，“中国农业科学院宁夏科技
成果转化基地”很快在宁夏设立，并在2018年9月13日
宁夏“科技支宁”东西部合作推进会上双方签署了合作
协议。中国农业科学院将科技成果、技术、人才向宁夏
倾斜，宁夏科技厅优先支持双方的科技合作。2018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精准对口帮扶固原市农业科
技示范园开发公司和六盘山农牧科技公司的合作，获得
了宁夏科技厅2018年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持。

固原市肉牛养殖量达100万头，是当地农民重要的
经济支撑。但是，固原肉牛养殖产业却存在着品种混
杂、养殖粗放、基础母牛存栏不足、缺少龙头屠宰加工
企业、缺乏深加工能力、缺乏专门人才、缺乏品牌培
育、缺乏市场开发等诸多制约肉牛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针对这些肉牛全产业链的突出问题，王金全积极邀
请中国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国内肉牛一流专家
以及加拿大肉牛养殖专家来固原举办“宁夏六盘山区草
畜产业暨肉牛产业链人才专题培训班”，从育种、繁
殖、草饲、疫病防治、屠宰加工等 9 个方面开展全方
位、高水平的精准培训，对提高固原市草畜产业管理者
和从业人员的知识层次，提升固原市草畜产业的技术水
平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王金全曾感慨：“来固原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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