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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烈烈士士中中已已有有1100位位找找到到亲亲人人
热心志愿者也加入帮烈士寻亲

赶在清明节前，让烈士与亲人在墓前重逢。除了之前公布的13位滨州籍烈士名单，河北省唐山市的“寻
亲使者”张红琢先生还提供了山东省其余15个市的145位已经校对好信息的山东籍烈士名单。

19日下午4时，刚刚从浙江赶回河北家中的张红琢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到本报，希望借助本报的平
台为更多烈士寻找亲人。记者再次整理了由张红琢提供的济南、潍坊、淄博、泰安、德州、东营、菏泽、济
宁、莱芜、聊城、日照、威海、烟台、临沂、青岛等除滨州外15市，共145位烈士的资料刊发（由于版面限制
先期公布45名），希望读者认真核对，让烈士早日“回家”。 表格整理 本报记者 杜雅楠

114455位位山山东东籍籍烈烈士士仍仍在在等等待待““回回家家””

见义勇为“致贫”

可申请临时救助

本报记者 杜雅楠

志愿者赴三村庄

寻找烈士亲属

自报道发出之日起，记
者陆续与翟金荣烈士、周玉
玺烈士、张玉俊烈士的家属
取得联系，同时，也有许多其
他烈士家属联系本报了解信
息。19日上午，记者又接到了
一个特殊的“亲属”来电，而
这位“亲属”安先生其实是滨
州市邹平县的一位志愿者。
18日，安先生通过本报了解
到13位烈士的情况后，便开
始着手帮其中三位邹平籍的
烈士寻找亲属。

安先生说：“这些烈士都
是祖国的功臣，他们生在邹
平，是我们邹平人民的荣耀。
我不能看着英雄凄凉地长眠
在离家千里之远的地方，我
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力量帮烈
士回家。”事不宜迟，安先生
与朋友立刻分别赶赴三位邹
平籍烈士所在的村子，在村
主任和书记的帮助下，安先
生见到了三位烈士的亲属。

家属询问

如何将烈士请回家

“没错！错不了！肯定是
我大爷！”陈廷干烈士的侄子
陈中山先生在电话中声音有
些颤抖。记者告诉他，陈廷干
烈士在现葬陵园所登记的名
字与烈士英名录中的名字相
差两字，但两字为同音字，信
息资料也基本相同。陈中山
说：“我爷爷有三个儿子，陈
廷干是我大爷，我父亲是老
二，我还有一个叔叔。现在我
父亲已经去世了，叔叔在滕
州生活，我现在在老家，只要
有眉目，就一定要找到我大
爷，了却全家的心愿。”

19日中午，记者又接到
陈廷干烈士弟弟陈廷亮从滕
州打来的电话：“我大哥走的
时候我才四五岁，不承想，那
一别之后我们却用了60年来
找他！”陈老先生说，那时候
正是战争时期，知道哥哥牺
牲在朝鲜了，但是都不知道
到哪儿找，后来找了很多次，
却因为没有消息耽搁了。“我
得把哥哥请回来，我去不了，
还有这一群孩子，不能让哥
哥睡在外面啊！”随后，记者
又陆续接到了陈廷干烈士的
外孙、外孙女的电话，再三向
记者了解需要经过什么流程
才能将烈士请回家。

接着，在志愿者安先生
等人的帮助下，邹平籍烈士
赵思甲、贾善庆的亲属吕旭
与本报取得联系。在无棣县
海丰街道、无棣县碣石山镇、
惠民县桑落墅镇工作人员的
协助下，烈士史德河、王玉
山、张秀田的亲属也陆续得
知自己已逝亲人的安葬之
地。目前其余三位烈士亲属
尚在联络之中。

3月18日,本报A07版
刊发了《13滨州烈士“等
待”与家人重逢》的新闻,
根据河北“寻亲使者”张
红琢提供的资料,为13位
长眠于异乡的滨州籍烈
士寻找亲人。近日烈士亲
属陆续通过热线与本报
取得联系，更有志愿者加
入“寻亲使者”行列，为烈
士寻找亲人。截至 19日
晚，共有10位烈士“找到”
了亲人，另有三位正在联
络当中。

菏泽市

姓名
烈士陵园提供的

烈士信息
当地烈士英名录记载的烈士信息

马成仁
山东省曹县，1950

年10月20日牺牲

男，1924年9月生，菏泽市曹县，

1950年10月牺牲辽宁省复县，四

野战士

李仲魁 山东省炮503团
男，1929年6月生，山东省菏泽市
曹县，1952年12月牺牲，15军战士

张新胜

河北单县七石王

小花村1953年3月

31日

男，1925年3月生，山东省菏泽市单

县，1952年7月辽宁因公牺牲，解放

军战士，安葬沈阳

马国殿 烈士7100
男，1908年2月生，山东省菏泽市成

武县，1948年牺牲黑龙江

邓广传 烈士7106

男，1914年6月生，山东省菏泽市定

陶县，佳木斯市七中队班长，1951

年3月牺牲佳木斯市

赵家宝
山东省巨野县城

西南赵村，志愿军

男，1926年生，山东省菏泽市巨

野县大义镇南赵庄村，1951年5

月牺牲旅顺，志愿军26军战士

刘孟修 烈士

男，1919年4月生，山东省菏泽市

东明县城关镇刘坟村，1951年6

月牺牲朝鲜，志愿军38军营长

济南市

姓名
烈士陵园提供的烈

士信息

当地烈士英名录记载的烈士

信息

裴全山

裴金山

男，山东省，1951年牺

牲房山区交道后亍

男，1925年5月生，山东省济南市

1951年牺牲抗美援朝

苗荣贵

苗荣桂

男 ，山 东 省 济 阳 ，

1952年12月牺牲，战

士

男，1921年9月生，山东省济南

市济阳县索庙乡西索村，1945

年8月参加革命，1952年12月鞍

山医院伤亡，359旅鞍山团战士

崔洪吉

男，山东省，志愿军

0022部后勤部
男，1928年生，山东省济南市

长清区城关镇南门里村，1953

年6月牺牲朝鲜，志愿军战士

徐世家

徐式家

男，山东省章邱县
八区吕家庄村，卒
于1951年10月3日

男，1930年11月生，山东省济南市章
丘市明水镇吕家村，1951年牺牲朝
鲜，志愿军战士

苏志田 烈士7146

男，1916 年生，济南市历城区

董家镇，志愿军22军师政委，

1951年牺牲朝鲜

李士贤 烈士

男，1925年生，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

高官寨乡南孟村，1951年8月牺牲朝

鲜，志愿军班长

葛财珠 烈士

男，1930年2月生，山东省济南
市长清县张夏镇邵家庄村，
1950年10月牺牲朝鲜，志愿军
战士

济宁市

姓名
烈士陵园提供的
烈士信息

当地烈士英名录记载的烈士信
息

袁绪义 元宝区烈士陵园

男，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曲阜镇

西关村，1950年10月牺牲朝鲜，志

愿军汽车运输2团司机

王清明
男，山东省色平县

东关村，解放军

男，1921年10月生，济宁市梁山
县，1954年东北病故，四野警卫
师班长

刘德宽 烈士
男，1918年生，山东省济宁市鱼
台县，1952年2月牺牲朝鲜，志愿
军后勤处副股长

王玉森 烈士

男，1924年生，山东省济宁市邹

城市大束镇卧牛村，1952年牺牲

朝鲜，志愿军二十四军战士

冯兴华
男，平原省嘉祥县
后上村，1952年6月
29日立

男，1934年4生，山东省济宁市嘉
祥县，1952年牺牲朝鲜，志愿军
战士

刘庆云
男，山东省岛山县

二区

男，1930年 3月生，山东省济宁
市微山县，1953年牺牲朝鲜，志
愿军24军战士

吴占堂
1906年生，平原县
魚台县，1945年入
伍，1951年 12月在
林口县牺牲，12军
35师104团排长

男，1927年 4月生，山东省济宁

市魚台县，1951年 12月牺牲朝

鲜，志愿军战士

王振乾 烈士

男，1920年 2月生，山东省济宁

市梁山县，1951年牺牲朝鲜，志

愿军战士

郭彦祥 烈士

男，1924年生，山东省济宁市邹

城市唐村镇秦官村，1953年7月

牺牲朝鲜江原道，68军副班长

谢廷玉 烈士

男，1926年4月生，山东省济宁市微
山县，1950年牺牲通化因公，原三
纵九师十六团三营机炮连排长，
安葬地：沈阳烈士陵园

姓名
烈士陵园提供的

烈士信息

当地烈士英名录记载的烈士信

息

李文安

山东省德州县会
王庄区 2 6 军特务
团2营4连，1952年6
月21日病故

男，1930年6月生，德州市陵县徽

王庄镇李楼村，1952年牺牲朝

鲜，志愿军68军战士

于凤明 山东省炮503团

男1926年4月生，德州市经济开

发区赵虎镇，1950年11月牺牲朝

鲜，志愿军战士

张连江

山东省志愿军一
三五师

男，1932年生，德州市禹城市，
1957年2月安东市病故，45军战

士 安葬地：镇兴

崔福义 烈士

男，1929年生，山东省德州市夏

津县郑保屯镇七屯村，1953年3

月牺牲朝鲜，志愿军26军战士

刘文俊 烈士

男，1930年7月生，山东省德州市
陵县土桥公社〔丁庄镇〕小刘庄
村，1951年5月牺牲朝鲜，志愿军
68军战士〔1005〕

张文荣 烈士7100

男，1924年1月生，山东省德州市

乐陵市，1950年12月牺牲朝鲜平

壤，志愿军高炮营战士

张吉成 烈士7127

男，1912年5月生，山东省德州市

乐陵市，1950年11月牺牲朝鲜，

志愿军战士

栗春财

栗春才
黑龙江

男，1935年7月生，山东省德州市
夏津县宋楼镇栗寨村，1952年9
月牺牲朝鲜，旅大市人民医院
医生

德州市

青岛市

姓名
烈士陵园提供的

烈士信息

当地烈士英名录记载的烈士信

息

刘兰英 革命烈士

女，青岛市莱西县店埠镇刘家

横岭村，中共党员。曾任青妇队

长，1947年11入伍，曾在32军医

院任看护员，助理护士，1951年

赴朝鲜作战时任护士，1952年6

月因保护伤员被敌机炸伤，经

抢救无效，于1953年2月20日在
黑龙江省呼兰县牺牲，年23岁，

遗体安葬在呼兰县鱼台村

于传玉/

于全玉

男 ，山 东 省 胶 县

小 高 村 ，解 放 军

二七军八一师二

四一团三营营长

男，1925年生，青岛市胶州市胶莱

镇小高于家村，1940年参加革命，

1951年牺牲朝鲜新兴里，志愿军27

军81师241团团长

刘玉春

男 ，山 东 省 胶 县

五 岔 沟 ，志 愿 军

七七师二三一团

战士

男，1928年生，青岛市胶南市市
美乡西茶沟村，1947年3月参加
革命，1950年牺牲朝鲜，志愿军
26军77师1营炮兵连班长，安葬
地：吉林省临江

张德山

男，山东省胶县，

七七师二三一团

二营战士

男，1926年3月生，青岛市胶州市
铺集镇南朱郭村，1946年3月参
加革命，1950年9月牺牲朝鲜，志
愿军26军77师231团2营机枪连
战士

韩景山/

韩金善

山东省胶南县 26

军 6师 234团 2营 5

连

男，1922年1月生，青岛市胶南县
薛家庄乡徐村，1948年2月参加
革命，1952年11月牺牲朝鲜，志
愿军班长

梁玉保/

梁玉宝

山东人，炮 2师 28

团后勤班长

男，1925年1月生，青岛市即墨县岙

山镇马山前村，1946年6月参加革

命，牺牲东北密山县一区，炮兵28

团1营2连军械上士

姜同寿 烈士

男，1930年生，山东省青岛市平
度市大泽山镇高望山村，1947年
1月参加革命，1950年12月牺牲
朝鲜，志愿军27军80师238团战
士

陈德胜
男，1951年6月牺

牲，战士

男，1916年1月生，山东省青岛市平
度市中庄公社刘彩庄村（白埠镇、
崔家集镇），1947年4月参加革命，
1951年6月牺牲朝鲜，志愿军21军
81师181团1连

姜振国 烈士

男，1928年3月生，山东省青岛市
莱西市李权庄镇东南众水村，
1946年3月参加革命，1952年3月
牺牲沈阳市北陵村，志愿军空
军106部队排长

李玉洪 炮兵11团

男，1931年5月生，山东省青岛市

平度市李园街道李家市村，1949

年3月参加革命 ,1953年3月牺牲

朝鲜，志愿军炮11团6连电话员

李顺果/

李顺国

志愿军27军338团
副班长，1950年11
月28日牺牲

男，1929年3月生，山东省青岛市
平度市，1951年牺牲朝鲜，志愿
军27军战士

许成山

志愿军27军238团

副班长，1950年11

月牺牲

男，1920年8月生，山东省青岛市
莱西市水集街道办事处茂芝场
村，1950年牺牲朝鲜新兴里战
斗，志愿军27军连长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韩
笑） 18日，本报A06版报道了日
照小伙李强意外瘫痪，相识不到
一年的朋友寸步不离陪护一事。
报道发出后，社会爱心人士纷纷
伸出援手，截至19日下午4时，凡
人能量慈善基金共收到捐款7700
元。

“看到刘兆进对李强不离不
弃、细心地照顾，我很感动，捐了
1000元钱。希望李强早日康复。”
泰安的杨新利先生说道。市民陈
女士献出了一分爱心，她4岁半的
孩子也想“帮助这位躺在病床上
的叔叔”，拿出了自己攒的20元压
岁钱。

像这样的爱心人士还有很
多，100元、200元、500元……善款
在不断地汇聚。截至19日下午4
时，凡人能量慈善基金共收到15
笔捐款，共计7700元。

如果您想资助李强，可以继
续捐款到齐鲁晚报凡人能量慈善
基金专用账号：237715938091，户
名:山东省慈善总会，开户行:中国
银行济南市东支行。捐款人请在
备注栏注明“凡人能量慈善基金
李强专款专用”，并留下姓名、联
系方式等信息。我们将及时将您
的爱心款转交给李强，并集中公
开所有捐款信息，保证每一分钱
专款专用。

4岁半男孩
捐出20元压岁钱
本报已为李强募款近万元

“情义哥”照顾好友

姓名
烈士陵园提供的

烈士信息

当地烈士英名录记载的烈士信

息

王福昌
山东省广平县 6 7

军22师

男，1929年生，山东省东营市广

饶县广饶镇安德村，1951年参加

革命，1951年牺牲朝鲜，志愿军

67军战士

东营市
如您是烈士的亲人或

者了解烈士信息或其亲属
信息，请立即拨打本报热
线96706提供给我们，我们
将帮亲人们找到烈士墓
地。赶在清明节前，让这些
烈士“回家”。

本报济南3月19日讯（记者
宋立山） 近日，省政府下发《关
于贯彻落实国发〔2014〕47号文件
建立健全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今后因重病、溺
水、人身伤害、见义勇为等原因，
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
的家庭，将被纳入临时救助的范
围。

通知要求，合理界定救助对
象。各地在确定临时救助对象时，
除国务院规定的家庭对象、个人
对象和其他救助对象外，还要根
据《山东省社会救助办法》规定，
把因重病、溺水、人身伤害、见义
勇为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
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以及因患
病、普通高等教育入学、物价上涨
等原因造成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
重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纳入
救助范围。

通知指出，各级政府要多渠
道筹集临时救助资金，财政部门
要将临时救助资金列入年度预
算，保障临时救助工作开展。各地
慈善捐赠资金可以列支一部分用
于临时救助。城乡低保资金有结
余的地方，可安排部分资金用于
低保对象的临时救助支出。

落实工作责任。民政部门要
切实履行主管职责，发挥好统筹
协调作用。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
保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卫生计
生、教育、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价格管理等部门要
各司其职，积极配合。要完善责任
追究制度，明确细化责任追究对
象、方式和程序，加大行政问责力
度，防止救助资金随意发放、优亲
厚友、突击救助、暗箱操作等现象
发生，杜绝资金不落实、救助不及
时等失职渎职行为。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