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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岁铁道老兵回忆军旅生涯，参与修建近百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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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忆起自己1 8年
的军旅生涯，9 4岁的铁道老
兵宋殿卿仍然激动不已，桌
子上的一枚枚军功章记录着
老人光荣的革命生涯。从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到新中国
建设，宋殿卿从南到北、从东
到西，走过枪林弹雨，熬过物
质匮乏，参与修建了大大小
小近百座桥梁，奉献了自己
的青春。现在虽已年近百岁，
但老人的身体仍很硬朗，晚
年生活幸福而甜蜜。

参加过多场战役
战斗中多次负伤

1924年，宋殿卿出生在
济南长清马山的小岭村，父
母都是普通农民，有两个哥
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1944年底，刚满20岁的宋殿
卿和二哥宋殿梓一块参军，
加入了峰山县（现长清区）联
防大队。“那年月家里穷、孩
子多，都快吃不上饭了，连套
像样的衣服也没的穿，参军
入伍不仅能吃饱饭，还能给
衣服穿，算是一条好出路，我
和二哥就报名参军了。”宋殿
卿回忆说，那时候参军很容
易，只要人不瞎不聋、身体健
康，就能入伍，当时他的主要

任务是查办商业走私，解放
区与国统区之间不能有任何
商贸往来。

入伍半年后，宋殿卿遭
遇了一次不幸，他在归德庄
家楼一带执行任务时把腿摔
伤了，随后被遣送回家养伤。

“把腿养好后，部队是回不去
了，又在家帮父母种了一年
地。”1947年底，宋殿卿重回
革命队伍，加入了共产党组
织的“新七团”，随军连续参
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
江战役，直至解放上海。“解
放前，我的胳膊和腿受过几
次伤，都是被炸弹皮崩的。有
次在躲避敌机轰炸时，离我
不到两米远的安徽战友被敌

军的机关炮击中了左腿，后
因失血过多不幸牺牲，这是
我第一次离死亡如此之近。”
宋殿卿说。

淮海战役后，宋殿卿所
在部队被改编为铁道兵团，
负责战时后勤保障，维护铁
路和桥梁。“为了阻止解放军
南下，国民党边撤退边搞破
坏，炸毁了很多桥梁和铁路，
为 保 障 我 方 人 员 和 补 给 运
输，我们铁道兵就负责抢修
路桥。在抢修之余，遇到兵力
紧张时，我们也要上战场和
敌 人 拼 刺 刀 ，任 务 很 艰 巨
的。”解放后，宋殿卿跟部队
留守在上海，在附近修建了
两个火车站。

雨夜救助朝鲜妇女
获得友谊纪念勋章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
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
鲜请求赴朝。宋殿卿所在部队
被编入志愿军独立桥梁团，于
11月11日入朝作战。

在朝鲜战场，独立桥梁团
还负责后勤保障，以修路修桥
为主，也参与过几次前线战斗。

“当时有位首长说过，‘你们铁
道兵很关键，朝鲜战争的胜败
很大因素取决于你们，只有交
通畅通无阻，保障好战时运输，
才能给前线提供最有力的支
撑。’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修建

一条又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
交通运输线。”宋殿卿说。

战场上时刻有死神相伴。
宋殿卿告诉记者，由于战时韩
美联军动用了大量轰炸机，在
朝鲜战场没有前方后方之分，
每隔一小时便会遭遇七八次敌
机轰炸，他和战友们时刻要跟
敌机打游击，根据飞行声音和
轨迹，迅速躲进防空洞。用宋殿
卿的话说，他在朝鲜至少捡回
了两条命。

入朝三年，宋殿卿和当地
人民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一年
夏天，平壤地区连下了三天两
夜的大雨，有一天半夜两点多
种，雨下得正急，我巡逻完返回
营地时，听到路边的树林里有
人在呻吟，我走近一看，是一位
朝鲜妇女和她的孩子在逃难途
中迷了路，崴伤了脚，孤立无
援。大雨中，我把他们娘俩背回
了营地，交给部队做好了安
置。”朝鲜半岛停战后，朝鲜政
府为此向宋殿卿颁发了友谊纪
念勋章。

1953年11月，在战后帮助
朝鲜国内恢复交通运输线后，
宋殿卿回国加入了铁道兵独桥
团，担任营长。“那时要为解放
台湾做准备，全国上下都在修
路修桥，作为专业工程兵，我们
是主力军。”接到任务后，宋殿
卿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接连
到武汉、两广、内蒙古、安徽、浙
江等地支援交通建设。以后转
业复员回到长清后，宋殿卿被
分配到马山供销社当经理，负
责销售，不久又转到县土产杂
品公司上班，1990年正式离休。
如今，宋殿卿和老伴薛大娘的
身体都很硬朗，两位老人相互
照料，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主办：齐鲁晚报 长清区委老干部局

讲述红色记忆
聆听老兵故事

长清区实验幼儿园（建邦原
香溪谷分园）是一所惠普性公办
省级示范幼儿园，位于长清区建
邦原香溪谷小区内。先后获得长
清区教书育人先进单位、济南市
最美幼儿园之绿色幼儿园、长清
区师德建设先进单位、幼儿园管
理先进单位等诸多荣誉。根据济
南市教育局、长清区教体局对于
幼儿园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相
关要求，本着“相对就近，严限年
龄”的原则，现将2018年秋季招
生事宜公布如下：

一、招生计划：小班两个班
共60人。

二、招生条件：
1 .招生对象：2014 . 9 . 1—

2015 . 8 . 31期间出生的身体健
康、可正常参加集体活动适龄儿
童。

2、招生范围：
片区一：建邦原香溪谷小区

居民及社区工作人员子女；
片区二：大学科技园大学教

职工子女；
片区三：周边小区。
三、招生时间

1 .现场报名时间：2018年6
月25日至2018年6月28日

2 .拟录取幼儿名单公布时
间：2018年6月29日

3 .预录取通知书发放时间：
2018年6月30日

四、招生地点：建邦原香溪
谷分园报名处

五、需携带证件、材料
在规定时间内，符合招生条

件的幼儿，由父母带领幼儿到幼
儿园指定的地点办理报名手续。
上交报名材料及顺序如下：

1、家长填写《幼儿登记表》
（在报名处领取并填写完整）

2、父母双方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到一张A4
纸上）

3、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将
首页、索引页、孩子户口页及房
产证所有人所在页，这四项内容
缩印到一张A4纸上，可正反面）

4 .父母结婚证原件、孩子出
生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5、房产证原件（或购房税务
发票）及复印件（房产证只复印
购房人、房屋地址和房产证号两

页即可）
6、社区在编工作人员带办

事处开具的工作证明、工资证
明、交五险证明。

7、片区内行政企事业正式
职工带工作证明、缴纳五险一金
证明。

8.免疫接种证原件。
9 .《济南市儿童预防接种查

验证明》原件一份（疾控中心提
供）。

特别说明：所有证件需带原
件审验；原件带回，复印件留档
审核。凡上交证件被证件主管部
门认定为假证的，交由司法机关
处理，并不予安排在城区入园。

六、报名流程
1.6月22日前为招生简章公

示期，家长20—22日到建邦原香
溪谷分园报名处领取幼儿报名
登记表后，认真仔细阅读表格需
要填写内容并如实填写幼儿报
名登记表。准备齐全简章第五条
所列需上交、查验证件、资料，并
按照第五条所列证件、资料名称
顺序整理整齐。上交资料按登记
表及基本情况记录表及所需复

印件按顺序装订。
2 .2018年6月29日在幼儿园

官方微信（微信号：cqsyyey001）
公示拟录取名单。

3 .2018年6月30日请录取名
单上的幼儿家长到建邦原香溪
谷分园报名处领取录取通知书。

本着“相对就近，严限年龄”
的原则，录取顺序依次为：

1、先招生片区一，如片区一
达到招生人数，不再扩大到招生
片区二。

2、涉及到片区，按以下顺序
录取：（1）父母名下房产证、户口
本、幼儿户口一致，均在本片区
内和片区内行政企事业正式职
工的适龄子女。（2）在本片区内
有父母名下房产证，无幼儿户口

的。（3）房产证在适龄儿童的祖
父母（外祖父母）名下，幼儿户口
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在一起的。

（4）房产证在适龄儿童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名下，幼儿户口与祖
父母（外祖父母）不在一起的。

七、温馨提示
1、去年只是摸底调查，需重

新办理登记报名。
2、报名先后顺序不作为录

取依据，家长无需过早排队。
3、为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

报完名后请大家及时离园，不要
在幼儿园参观逗留。

八、招生咨询电话：韩老师
87236126

长清区实验幼儿园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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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殿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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