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0点点半半，，英英雄雄山山上上祭祭烈烈士士
我省17市均举行公祭，本报全媒体早6：06开始全程直播

本报济南9月29日讯（记者
申慧凯） 这一天，注定要唤醒人
们的红色记忆。9月30日，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中
国将迎来首个“烈士纪念日”。当天
上午10点30分，山东省、济南军区
暨济南市将在济南英雄山革命烈
士纪念塔广场，举行公祭仪式。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离开
家乡，把鲜血洒在硝烟弥漫的战场。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约有2000万名
烈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牺牲。

他们是父母的宝贝、是孩子的
爹娘。生命以不同形式开始，却以
同样的形式结束。

2014年8月27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专门作出决定，以法律形
式设立烈士纪念日。2014年8月
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设
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
式将9月3 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
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
行纪念烈士活动。

根据安排，我省除了在济南英
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广场进行公
祭，其他16市也将各自举行公祭仪
式。在全国首个烈士纪念日，齐鲁
晚报推出全媒体直播，各地记者奔
赴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广场等
各地公祭场所，第一时间记录人们
对烈士的追思与缅怀。相关内容将
在齐鲁晚报网(www.qlwb.com.cn)、
齐鲁壹点客户端以及齐鲁晚报官
方微博微信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直播活动从9月30日早晨6：06
开始，这一刻，太阳从地平线升起，
第一丝阳光照向齐鲁。这样安详的
清晨，是无数烈士的向往。他们的
信仰，恰似这阳光，洒在和平大地
以及你我心上。

公祭有九道程序，清明曾演练过

山东烈士网上追思厅今开通

本报济南9月29日讯（记者 高扩）
29日，省委副秘书长、省档案局局长

杜文彬介绍，山东档案信息网烈士追思
厅9月30日正式开通，选取了30名有代
表性的山东烈士供人们追思。

检视30人名单，有中国共产党的
早期创始人王尽美、有因叛徒出卖遭
逮捕牺牲的烈士邓恩铭、有在滕县与
日军作战的抗日名将王铭章、有抵制
韩复榘撤退的民族英雄范筑先、有在
新时期抗洪牺牲的烈士王元武。

追思厅里还有两名新闻工作者：
波兰记者汉斯·希伯和曾任《大众日
报》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李竹如。

汉斯·希伯抗战期间多次来中国

报道。1941年11月，日军对鲁中根据
地进行“大扫荡”，正在根据地采访的
希伯和八路军战士一道反“扫荡”。11
月30日，在沂蒙山大青山与敌人遭
遇，希伯拿起武器，向敌人猛烈射击，
不幸中弹牺牲。

李竹如是山东利津县庄科村人，
1938年5月，李竹如调任八路军第一
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长。6月29日随纵
队到达山东，担任中共山东分局的宣
传部长，兼任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

《大众日报》管理委员会主任。1942年
11月2日，李竹如在日寇对山东实行
大规模“扫荡”中，突围时被子弹击中
头部后牺牲，时年37岁。

“我国的烈士纪念设施并不少，
但设立‘烈士纪念日’并举行国家公
祭，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对于首个烈
士纪念日，省烈士事迹编纂和宣传教
育中心主任王庆红和同事们筹备的
一个原则是节俭但不失庄严。在他看
来，设烈士纪念日是国际通行的做
法，要让烈士的精神永传，需要国家
层面的制度安排。

从去年开始，山东英烈网就开通
了烈士网上祭奠，一年多时间，祭奠
者已有数万人。“要让人们对烈士的
纪念成为习惯，让烈士的精神成为社
会的一种精神追求。”王庆红说，在烈
士纪念日，从国家到各级党委、政府
都将举行公祭，这种从上到下的统一
祭奠仪式有助于人们潜意识里形成

对烈士的敬仰。
“《烈士公祭办法》今年3月份公

布，各地的祭奠仪式终于有了统一的
流程，早在今年清明节，我省祭奠烈
士的仪式就根据这个来了。”王庆红
说，礼兵就位、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宣读祭文、少先队员献唱《我
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向烈士敬献
花篮或者花圈、奏《献花曲》、整理缎
带或者挽联、向烈士行三鞠躬礼、参
加烈士公祭仪式人员瞻仰烈士纪念
碑（塔等），九道公祭程序简单而肃
穆，“统一的祭奠仪式是很多国家的
共性，仪式本身也是一个领悟先烈精
神的途径，每参加一次都是一种心灵
的洗礼。” 本报记者 尹明亮
马云云 实习生 杜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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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广场

上午10点半

日照 日照市烈士陵园

烟台 胶东革命烈士陵园 上午10点

济宁 济宁市烈士陵园 上午9点

青岛 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聊城 聊城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广场

枣庄 台儿庄大战无名英雄墓 上午9点

威海 环翠区烈士陵园

滨州 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

莱芜 莱芜战役纪念馆

菏泽 菏泽烈士陵园

德州 德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泰安 泰安市烈士陵园 上午9点

临沂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上午9点半

淄博 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 上午9点半

东营 广饶县烈士陵园 上午9点半

潍坊 潍坊烈士陵园 上午10点

9月28日，省烈士事迹编纂
和宣传教育中心主任王庆红介
绍，我省共有登记在册的烈士
30.1万余人，其中有名烈士23.2
万人，还有6.9万无名烈士。

若按照时期划分，抗日战
争牺牲烈士8万余人，解放战
争牺牲烈士13 . 5万余人，抗美

援朝牺牲烈士2万余人。总的
来看，我省烈士总数占全国的
11 . 5%，在全国居首位。

王庆红介绍，据不完全统
计，辛亥革命以来，我国约有
2000万名烈士为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英勇牺牲，而真正登记在册的

烈士为260万人，一大批烈士
在战时被草草掩埋。以这个比
例推测，我省至少有200多万
烈士，这些烈士主要包括山东
籍和牺牲在山东战场的烈士。
王庆红说，不排除有部分外地
人牺牲在山东，但同样有齐鲁
儿女牺牲在其他战场。

我省在册的30多万烈士，绝大
多数牺牲在战争年代，但和平年
代，每年也会评烈士。2013年，本报
报道的在北京商场救火牺牲的“山
东兄弟”刘洪坤、刘洪魁，被公安部
批准为烈士。

省民政厅优抚处副处长郭占
禄介绍，去年评选的山东籍烈士有
24位，大多是现役军人，“和平年
代，除了现役军人，警察、消防员等
也是烈士来源相对较多的行业。”

而普通百姓牺牲能被评为烈
士有5种情形，不同情形可分别由
省政府及民政部、公安部等审批。

“由山东省政府审批的烈士，近几
年每年基本在10人以内。”郭占禄
说，新烈士评选很严格，必须层层

审查。在省内，要被批为烈士，通常
先报所在县民政部门审核后报县
政府，再经市民政局审核报市政
府，然后由市政府报省民政厅审
核，最后报省政府批准。

“和平年代，烈士很多是因为
见义勇为牺牲。”郭占禄说，去年省
政府审批的4名烈士中，有3人是在
执勤中因保护群众或同事而牺牲
的交警。近年来，我省新评的烈士
中不乏普通百姓。2012年省政府审
批的8名烈士中，有4人是因勇救落
水群众而牺牲的普通群众。2008年
到2012年，省政府共审批了46名烈
士，其中9名是警察，24名是无工作
人员。 本报记者 尹明亮
马云云 实习生 杜凯华

和平年代，烈士多是见义勇为

我我省省至至少少有有220000万万名名烈烈士士
在册人数30万，居全国首位

辛亥革命以来，200多万齐鲁儿女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献出了宝贵生命。烈士精
神不朽，但如何感悟烈士精神内涵，时代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册的有近7万是无名烈士

王庆红所在的省烈士事
迹编纂和宣传教育中心，去年
11月1日才更名。此前，它叫省
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办公室。

王庆红说，这一名称变化
说明工作重点的转移，“新名称
突出了宣传教育职能”。此前，
它的职能是组织全省烈士史料
搜集编纂工作，负责全省烈士
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工作。而

如今除了承担原有职能，还负
责山东烈士信息库和山东英烈
网的管理维护，同时承办全省
烈士事迹展览、宣讲等活动。

王庆红说，现在应让更多
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烈士事
迹，但传统塑造高大上形象的
宣传模式显得简单，在当下已
不适应。王庆红说，要让年轻
人接受，必须把烈士作为一个

鲜活的人看待，这就要在挖掘
史料时，展现烈士人性化的一
面，塑造有血有肉的形象。

“要了解更多细节。”王庆
红说，最近两周，他奔赴北京、
天津走访烈士子女，在寻找烈
士赵登禹的事迹时，听说人高
马大的赵登禹曾摔倒冯玉祥，
这种细节正是他想要的，“写
出这些来，就生动了。”

宣传烈士逐渐抛弃“高大上”思路

省烈士事迹编纂和宣传
教育中心在全国具有不寻常
的意义。它早在1953年1月就
已成立，当时名为“山东省革
命先烈斗争史料搜集编纂委
员会”，办公室设在省民政厅。

61年来，除因历史原因中

断一段时间外，该机构一直运
转。因为它的存在，我省成为
全国唯一设有烈士事迹编纂
和宣传教育机构的省份。也有
其他省份有过类似机构，但在
之后的机构整合中被取消。

王庆红坦言，现在各级对

烈士褒扬工作十分重视，这使
得他的工作更加繁忙，甚至感
到人手紧缺。尤其县市各级民
政部门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
员，导致工作任务艰巨。为此，
他们经常要通过招募大学生
志愿者等形式搜集编纂资料。

仅我省设烈士事迹编纂机构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尹明亮 实习生 杜凯华

王庆红一直在搜集烈士的资料。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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