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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的的战战士士没没被被认认识识就就牺牺牲牲了了””
仅丹东市区就长眠着近200名山东烈士，每块墓碑下都有段悲壮故事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任雅欣

他们与烈士或其家属非亲非
故，却数十年如一日地奔波在找
寻烈士家属的路上，为烈士和家
属建立起一座桥梁。他们风餐露
宿，饱受磨难，却无怨无悔。问及
他们为何要这样做，许多人说：只
想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告慰烈
士在天之灵，让这些为战争献出
生命的烈士魂归故里。

非亲非故

甘当“寻亲大使”

除了张红琢，本报2014年“十
大凡人善举”的获奖者郑沂家，也
是一位“寻亲大使”。从1969年参
军起，他就一直在为牺牲在临沂
的无名烈士寻找姓名和其家属。
除了最初让他燃起“为烈士寻亲”
梦想的三位无名烈士外，他还帮
助其他83位无名烈士找到了名
字，并与三十余位烈士的战友或
亲属取得了联系。

与他们有相似经历的还有
2008年“全国十大真情人物”之一
的余法海。他来自湖北省赤壁市，
2005年在赤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工作时，他发现了142个烈士墓。
为了给这些烈士“寻亲”，他按碑
文记载的地址，给烈士家属一一
写信；没有回信的，他就亲自出门
寻找。经过努力，10年间他为110
位烈士找到了亲属。

花光所有积蓄

初心仍未改

依靠一己之力寻找烈士家
属，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牺牲自己的个人经济利益，只
为帮助烈士“寻”亲。

为了凑足出门的“寻亲”经
费，余法海卖掉自家的小平房，临
时借住单位同事的房子。几年下
来，寄信和外出“寻亲”已让他花
掉了全部的个人积蓄，只有留下
来的一沓沓车票，见证了他的漫
漫长路。

张红琢告诉记者，最初妻子
并不支持自己的决定。“主要问题
就集中在经济方面，因为这事儿，
她那时经常和我吵架。”郑沂家也
表示，在媒体报道之前，自己帮烈
士“寻亲”的事儿根本就没告诉过
家人。“我都说自己是在外面打
工，给家里挣点钱，其实我干的都
是往外花钱的事儿。”

缺少官方支持

却有足够的热情

在 寻 找 烈 士 家 属 的 过 程
中，这些“寻亲使者”或多或少
都寻求过政府及民政部门的帮
助，但在他们眼中，相关部门做
得并不到位。

“民政部门也只是做他们
力所能及的事情。”郑沂家说。
张红琢则更有感触：“我去不少
省市的图书馆或烈士陵园寻找
资料，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
让我们进入，能进入的也基本
都需要付费。”

“个人通过自身渠道与烈属
取得联系的过程，与民政部门无
关；我们并不是不鼓励、不支持，
但这样的行为毕竟不在民政部门
的掌控范围内，我们无法做出保
证。”省民政厅优抚处的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缺乏授权、定位模糊，却有
足够的热情，这些“寻亲大使”
在帮助烈士“寻找”家属、帮助
烈属寻找烈士安眠地的路上依
然跋涉不止。

4月6日，本报赴丹东记者来到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向埋
骨于此的山东籍烈士致敬献花。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位于鸭绿江畔的丹东市锦江山北
麓，陵园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最早在丹东修
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影报道

286位烈士亲属寻亲名单交于张红琢

““我我愿愿意意为为他他们们
寻寻找找家家人人””

本报4月6日丹东讯（记者
杜雅楠） 清明节过去，各陵

园中烈士的碑前逐渐恢复宁
静，但对于那些仍没有“找到”
亲人的烈士来说，依然在苦苦
等待着亲人的到来。4月6日，记
者将一份“寻亲名单”交给河北
唐山“寻亲使者”张红琢，委托
他为这286位给本报打来寻亲
电话的烈士亲属寻找埋骨他乡
的烈士。

自3月18日本报陆续公布
了张红琢提供的烈士名单后，
不仅让名单上的许多烈士“找”
到了亲属，也让更多寻找亲人
多年的烈士亲属看到了“团圆”
的希望。

3月23日，家住滨州市杨
集 乡 的 张 女 士 拨 打 本 报 热
线。张女士说，自己的爷爷叫

刘振伦，是华东野战军第2 8
军的战士，1 9 4 9年在渡江战
役中牺牲。张女士的父亲今
年已经71岁高龄，老爷爷、奶
奶和其他长辈都已不在，自
己一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
到爷爷的遗骨。

在此期间，还有很多像
张女士一样的烈属，希望能
通过本报找到自己家中埋骨
他乡的烈士，多次有烈属希
望能与张红琢联系，拜托张
红琢为自己寻找烈士。

4月6日，记者将这份寄托
了286个烈属家庭希望的“寻亲
名单”交给张红琢。

张红琢说，无人祭扫、埋骨
异乡的烈士不仅有抗美援朝战
争的志愿军，还有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关于
他们的信息，自己一直在不断
地寻找、校对。“谢谢烈士亲属
对我的信任。山东籍的烈士是
我在为烈士寻亲过程中见过的
数量最多的，我愿意为他们寻
找家人。只要我还能跑得动，上
海、辽宁、云南、广西……这些
地方我都会去找；只要我还能
看得见，我就会为他们校对，让
他们团圆！”

寻亲大使辛酸路

靠一己之力助人

频遇冷眼拒绝

“寻亲使者”张红琢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向烈士致敬

近年来，在多方助力下，越来越多埋骨他乡的烈士得以与来
自山东老家的家人“相认”，不少烈属渴望“见亲人一面”的夙愿得
以达成。随着烈士后代逐渐老去，加上异地祭祀的困难，不少烈属
都有将烈士的遗骨迁回家乡的想法，但是按照烈士墓地的属地管
理原则，这些家属的愿望实现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发自丹东

抗美援朝烈士

埋在丹东的最多

6日上午，记者来到坐落于
丹东市锦绣山北麓的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在1951年由志愿军第
50军建设的这处陵园，是国内最
早的志愿军烈士陵园，这里共安
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
牲的烈士，其中既有从战争前线
运回来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
也有在后方牺牲的空军战士和
战地记者。

“烈士墓碑上的字都是按照
烈士牺牲时留下的信息刻上去
的，因为战争比较残酷，有的病
重的战士可能当时还没有机会
被别人认识就牺牲了，这样，负
责安葬的同志没有办法得到关
于烈士家乡和部队番号的一些
信息，也就不能把他们刻在石碑
上去了。”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主任孙大力说。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仅仅是分布在东北几个边境城
市中众多烈士陵园的一个。这个
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的中国边
境小城，作为当年战时最重要
的大后方，是东北几个边境城
市中埋葬志愿军最多的地方。
据孙大力介绍，整个丹东市现
有 志 愿 军 烈士陵园大小十余
处，其中市区的四个陵园共安葬
着1804位烈士，单山东籍的就占
到了195位。

“当时作为主要的大后方，
不少受了重伤的战士被运送到
这里的医院救治，有些伤重不治
的就原地安葬了。也有些被运送
到沈阳、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
地，有些伤重不治的也都埋在当
地了，但是总的来说，边境城市
中埋在丹东的算是最多。”

“山东籍的烈士在我们这儿
有不少，而且近些年来，在媒体和
像张红琢这样的爱心人士帮助下，
不少山东籍的烈士都‘找到’了
自己的亲人。”孙大力介绍说。

2011年8月3日，本报就曾联
合丹东当地媒体发起过“为山东
籍抗美援朝烈士寻亲”的活动，
最后成功帮助14位烈士找到了
亲人。

没有后人的烈士

“寻亲”难度很大

“现在通过媒体和民间爱心
人士的努力，越来越多的烈士家
庭得以在烈士的墓碑前与烈士

‘相认’，但是仍有不少烈士未能
‘找到’自己的亲属。”孙大力介
绍称，“有很多烈士参军之前还
没结婚，这样就没办法留下后
人。对于大多数非直系后人来
说，一个年代久远的叔叔伯伯，

可能没有办法激起那么强烈的
情感共鸣。对于这些烈士来说，
想要‘寻亲’可能会更加困难一
些。”

随着烈士后代逐渐老去，加
上异地祭祀的不便，不少家属萌
生把烈士遗骨迁回老家的念头。

“要是能迁，还是希望把父亲的
遗骨迁回去。”80岁的烈属刘修
云老人说，4月5日的丹东祭奠之
行是她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她最
后一次出远门。行程中，她不止
一次试探性地问能否将父亲的
遗骨迁回山东老家。

刘修云老人面临的问题同
样存在于其他烈士家庭，但目前
看来，他们的心愿很难实现。“根
据现在的政策，要想迁移烈士遗
骨困难比较大。根据国家在优抚
方面的相关规定，烈士的墓地有
个属地管理的原则，安葬在那
儿，就由当地的主管部门管理，
不允许迁出。”

据省民政厅数据，全
省登记在册的烈士共有
30 . 1万人，居全国之首，其
中无名烈士6 . 9万人。作为
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敌后
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的
主战场之一，山东仅在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
的烈士就有将近22万人。

1945年下半年抗战胜
利的时候，全国挺进东北
的革命武装接近7万人，山
东就占了6万，许多山东籍
战士在东北战场上包括全
国其他战场上牺牲。

（宗禾）

山东烈士人数

全国最多

延伸阅读

位于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纪念碑。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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