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烈士英魂励后人，太行“五老”的“守与寻”
8 年来，5位老人发起建设了烈士陵园寻访烈士遗骸，不让散落在山沟坡梁的烈士孤单

本报记者魏飚、原勋

　　临近清明，微凉的春雨中，87 岁的崔达道再次来到教
场烈士陵园。
　　这里埋葬着他的亲人。
  一位是大表兄赵观音保，在抗日战争中因抢救和掩护
伤员壮烈牺牲，时年 27 岁；另一位是二表兄赵二保，在抗
美援朝战争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 23 岁。
　　老人颤巍巍地下跪，用毛巾擦拭墓碑上的尘土，放声痛
哭……
　　地处太行山西麓的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东与河北平山、
井陉交界，是山西著名的革命老区。晋察冀军区 19 团、4 团
长期战斗在这里，许多八路军战士血洒疆场，长眠于此。
　　盂县大山中这个名叫教场的小山村，就有 11 位前辈
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8 年来，有 5 位老人在这里发起建设了一座烈士陵
园。他们踏遍山山水水，寻访散葬在荒山野岭的抗战烈士遗
骸，挖掘鲜为人知的抗战史迹，为的是不让散落在山沟坡梁
的烈士孤单，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过去艰苦卓绝的岁月，深知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5 位老人和 1 个共同心愿
  归葬散落民间的抗战烈士，搜集、整理几近失传

的本土抗战史料，帮烈士找到亲人；向年轻的一代宣

传国防教育知识，警示和激励他们牢记过往的那段

历史

  走进教场村口，就能望见建在山梁上的教场烈士陵园。
登上烈士陵园，视野开阔，教场村全貌尽收眼底。
　　崔达道指着对面的山说，70 多年前，那里发生过激烈
的战斗。
　　之所以叫教场村，是因为这里在古代就是屯兵、练兵的
场所。到了抗战年代，教场村是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日
军占领盂县县城后，县委、县政府和晋冀二分区曾一度在这
里办公，许多八路军干部和伤病员曾在此掩蔽和救治，八路
军战士也曾在此训练。
　　革命传统熏陶着这个太行山中的小村庄。76 岁的张万
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过教场村党支部书记，还曾担任阳
泉市司法局局长。
  他掰着指头说起教场的革命烈士：抗日烈士张海彦牺
牲时不到 17 岁；武委会主任张占龙就义前大骂“小日本”，
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县委后勤科科长张衍寿宁死不屈，
被斩首示众；还有参加解放战争牺牲的，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牺牲在异国他乡的……
　　战争年代，由于战事紧急和条件所限，许多烈士的忠骨
就近草草掩埋。教场村一些在外地的退休干部早有意
愿——— 为教场牺牲的烈士修建一个烈士墓。
　　 2011 年，张万明跟村干部和乡亲说起修建烈士陵园
的事情，得到大家积极响应。
　　张万明说，他的心愿是归葬散落民间的抗战烈士，搜
集、整理几近失传的本土抗战史料，帮烈士找到亲人；向年
轻的一代宣传国防教育知识，警示和激励他们牢记过往的
那段历史。这个心愿，也是 5 位互不熟悉的老人的共同
心愿。
　　每年清明节前夕，5 位老人都会来到陵园祭奠先烈。
  村民说，这 5 位老人是建设陵园的带头人，很多人称
他们为“盂县五老”：87 岁的老摄影师崔达道、79 岁的退休
工人张道先、77 岁的退休教师梁志达、76 岁的退休干部张
万明、68 岁的村民张贵清。

“70 年了，英烈们，你们又集合了”
  从一面荒坡到庄严肃穆的陵园。2013 年 7 月

27 日，在教场烈士陵园墓碑揭幕仪式上，老人们哽

咽了。张万明端起一碗酒，仰天长叹

  登上 140 级青石台阶，纪念亭内安放的花岗岩石碑，
上面镌刻着教场村在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烈士、干部、军
人、共产党员的名字。
　　走出纪念亭，登上石阶，进入烈士墓地，100 多米长的
通道两侧，分立着的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每位烈士的籍
贯、身份、牺牲时间、地点、经过等内容。
　　烈士墓地四周松柏凝翠，气氛肃穆。
　　从 2012 年 1 月动工到 2013 年 8 月竣工，从一面荒坡
到庄严肃穆的陵园，“盂县五老”有着怎样的经历？
　　参与建设的村民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2011 年动
工时，由于缺少资金、缺少人力，5 位老人一直为烈士陵园
奔走：张万明拖着多病的身体，多次往返于盂县和河北平山
县的石材厂，拿出退休金购买石材加工成纪念碑和墓碑；崔
达道查阅大量资料，寻访英雄事迹，自掏腰包购买石桌石

凳；烈士陵园所在的地方，曾经是张贵清承包的荒坡，原本
准备种果树；张道先出钱出力，甩开膀子，开山整坡；梁志达
得知远在 40 公里外的吉古堂村还有一位张姓烈士遗骸，
专程赶到将其运回教场村……
　　 5 位老人感动了乡亲，很多人放下手头的营生和农
活，既出钱又出力。教场村虽然人口少，收入低，在外工作的
也多是工薪阶层，但是大家对修建烈士陵园的热情却是很
高的。
　　在修建过程中，有 170 多人踊跃捐款，多则成千上万，
少则五十一百，共计 12 万元。”张道先说，令他感动的是，
一些没有退休金、靠低保生活的困难老人也都积极捐款。
　　 5 位老人都提到建设陵园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位叫尹
锁来，他曾担任教场村村主任。张道先说，教场村烈士陵园
从修筑台阶到树立墓碑，没有一项工作是尹锁来不参与的，

“这里的每块石头上面都留有锁来的指纹”。还有一位叫王
保双的“外乡人”，他购买了大型花岗岩石碑，还给烈士陵园
栽种苗圃和松柏……
　　张万明至今清楚记地得很多帮助过他们的人。他们当
中，有石材厂的侯老板，有卖红布的小摊贩韩志勇，当这些
人得知老人们为修建烈士陵园而奔走，常常主动以低于成
本价出售产品。
　　 2013 年 7 月 27 日，在教场烈士陵园墓碑揭幕仪式
上，老人们哽咽了。“70 年了，英烈们啊，你们又集合了。”张
万明端起一碗酒，仰天长叹。

38 位烈士“回家”背后的那些感动
  为了让烈士体面下葬，老人们每次亲手捡拾遗

骨，每次都是一块块、一根根，生怕遗漏，小心捡起，

装裹入殓，背灵柩上山，扶棺木入穴

  2013 年教场烈士陵园建成后，附近不少村的村民找到
“五老”，希望安葬战争年代散葬的烈士。
  8 年时间里，张道先、张万明、崔达道、梁志达、张贵清
还走访村庄，寻找散葬烈士，一共安葬了 38 位烈士。
　　为了尽量挖掘烈士的详细信息，老人们踏遍盂县的山
山水水、荒山野岭。
  崔达道说，刚开始骑自行车、徒步寻找，后来年纪大了
腿脚实在不行了，就租车去。“听说哪里发现了烈士遗骸，我
们就赶到哪里。”
　　教场烈士陵园苏根喜烈士纪念碑后有一段文字：“苏根
喜，绥远人，一九二四年生，一九四三年春参加八路军，任晋

察冀边区十九团四连通讯员，一九四三年秋，在大独头伏击
日寇战斗中负伤，后转移至赵家沟村医治，因医疗条件所
限，不治身亡，时年十九岁，牺牲后遗体葬于该村大崖掌，二
〇 一四年迁葬教场革命烈士陵园。”
　　张万明是这段烈士事迹的挖掘者。
  2014 年，当他得知赵家沟有一位散葬烈士后，赶到村
里找到了 80 多岁的亲历者赵习正老人，知道了这个 19 岁
烈士牺牲背后的感人故事：
  当时严重受伤的苏根喜，肠子外流，被安排到了村子里
条件比较好的抗日积极分子赵亮成家。但是当时医疗条件
有限，苏根喜渐感自己难以支撑，便央求老乡把自己转移到
庙里或学校，他害怕日本军队杀回来，连累老乡。
  见老乡不答应他的请求，苏根喜便拒绝老乡给他喂水，
并挣扎着往炕下爬。大家无奈，只好把他转移到村里的学
校。安顿好后，苏根喜喝了两口水，便咽了气。
　　张万明说，当时赵习正老人讲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
老泪纵横，他边哭边认真记录着老人说的每一句话。
  没过几年，赵习正去世了，但是这段详细生动的情节被
永远地记录下来，并在当地广为流传。
　　为了让烈士体面下葬，老人们每次亲手捡拾遗骨，每次
都是一块块、一根根，生怕遗漏，小心捡起，装裹入殓，背灵
柩上山，扶棺木入穴。
  有人问崔达道，你不害怕这些骨头？他坚定地说：“他们
就是我的父亲，谁会害怕自己的父亲？”
　　迁葬中，一些烈士留下的信息不完整。在吉古堂村发现
的烈士遗骸，身旁的砖块上只能依稀辨认有一个张字，崔达
道就在烈士墓碑上刻上发现地的村名，起名张吉堂。还有一
些烈士，虽然有名字，但籍贯不详，虽然知道籍贯却不知道
姓名。
　　崔达道说，我们始终有个心愿，就是让每位烈士都能够
魂归故里或者有亲人祭奠。

寻与守的路上，陪伴者越来越多
  当他讲到两位战士誓死不做俘虏，紧紧抱在一

起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时，老人眼眶湿润了，有

的孩子也跟着偷偷抹眼泪

  眼下，张万明正在整理已经掌握的 51 名待安葬烈士
的信息。他说，令人欣慰的是，政府越来越重视了。
　　在教场烈士陵园建设完善和他们寻找烈士期间，县武
装部提供车辆便利，还提供军装让烈士体面下葬；当地政府

先后资助 20 万元；还有很多人找到老人表示愿意一起
寻找烈士遗骸……
　　我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于 2018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
行，2019 年各地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崔达道觉得，
这几年各级政府对烈士越来越重视了。从国家立法到县
相关部门主动帮助，这些让他觉得找寻之路越来越轻松。
  2019 年，上任不久的盂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田
晋中主动找到崔达道说，“我是你们的接班人、传承人。相
信我，我也可以不吃饭，我也能贴钱，我会尽我的力量做
好寻找工作。”
　　田晋中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20 年，一场
为烈士寻亲的活动，让安葬于教场烈士陵园的抗战烈士
找到了亲人。在寻找河北籍烈士刘小旦过程中，田晋中联
系了河北省曲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最终找到了烈士刘
小旦的亲属。
　　 2020 年 10 月 5 日，刘小旦的侄儿、侄女一行 9 人
在田晋中和崔达道的陪同下，来到教场烈士陵园寻亲祭
扫。看到精心打造的各种纪念建筑物以及矗立着一座座
纪念碑和修葺一新的烈士公墓时，在场的亲属禁不住热
泪盈眶。
  刘小旦的侄女刘爱英对崔达道和田晋中说，感谢你
们，你们没有忘记他们。
  “大伯呀，七十三年了，我们今天终于找到你了。”在
教场烈士陵园，刘小旦的侄儿刘大强看着墓碑哽咽道。
　　如今，全国各地来教场烈士陵园吊唁的解放军、工
人、农民、学生已近 3 万人次。盂县正在考虑将教场烈士
陵园纳入到政府管理中来，还将进一步加强烈士陵园管
护和硬件设施建设。
　　每年清明节前，都有不少中小学生前来扫墓。
  不久前，记者在教场烈士陵园就遇到盂县第二实验
小学的师生。校长杨文元说，每年他们都会组织师生来
到这里，听老人们讲述过去的那段历史，听革命先烈抗
战的故事。“平时升国旗、班队会，我们也会给孩子们讲
述这些烈士的故事，他们的功绩是不朽的，我们不会忘
记他们。”
　　在烈士碑前，张道先再一次用洪亮的声音讲述着烈
士抗战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入神。当他讲到两位战士誓死
不做俘虏，紧紧抱在一起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时，老人
眼眶湿润了，有的孩子也跟着偷偷抹眼泪。
　　当少先队歌唱起，看着绿树环绕、青山掩映下的一个
个稚嫩脸庞，老人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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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几位老人正在擦拭烈士墓碑。    本报记者原勋摄

　　（上接 1 版）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广佛”城市共同
体正释放强大融合活力。
　　今年 2 月，佛山顺德陈村镇完成文登路改造，成为对
接广州南站的新通道。包括广佛环线、广州地铁 7 号线、佛
山地铁 2 号线等在内，多条在建轨道在陈村镇共设 9 个站
点，总投资达 98.7 亿元，有望在今年全部通车试运行。
　　白天在广州上班，下班约上朋友，乘坐地铁到达古色古
香的佛山岭南天地吃饭、游玩，晚上再返回广州家里。这样
的“广佛同城行”，即将变得越来越方便。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发挥香港-深
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作用，深化
港深、澳珠合作，加快广佛同城化建设，提升整体实力和全
球影响力，引领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参与国际合作。”
　　“制造业之城”转型升级，佛山也有紧迫的危机感。
　　刘炯坦言，自 2011 年引入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佛
山分公司后，当地一段时间少有大的投资项目引入，原因就
是佛山原先发展方式粗放，旧厂房用地以村级工业园为主，
存在利用效益、产业层次低，空间布局、土地权属乱等特点。
　　以有“广东四小虎”之称的佛山顺德为例，2018 年当

地土地开发强度达 53%，远超国际公认 30% 的警戒线，部
分企业彼时由于当地空间无法满足增资扩产需求，选择离
开顺德。
　　退一步海阔天空。
　　佛山大规模开展城市更新、村级工业园改造，加强规划
统筹、引导产业集聚，“进退有度”打好发展“组合拳”。
　　“村级工业园改造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突破口。”佛山市委副书记、顺德区委书记郭文海表示，这
两年，顺德引入超百亿元项目 6 个、10 亿元项目超 40 个、
亿元项目达到 480 个。
　　“目前佛山已经完成形态破旧、产能落后、安全隐患集
中的工业园地上物拆除 7.36 万亩，力争 2021 至 2023 年
再完成 13.80 万亩。”佛山市城市更新局局长丘胜辉说，佛
山提出“城市棕线”概念，将棕色表示的产业用地保护，与绿
色、蓝色的绿地、水域等一样，落实到规划管理中。

一文一武，提升“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能级

　　练就技术“真功夫”，方能不被“卡脖子”。

　　作为“武术之城”的佛山，不少企业几十年如一日对准
一个领域持续“发力”，“武艺”日渐精湛。
　　电子特种气体是芯片制造中不可缺少的高精尖产
品。长期以来，国内特种气体因技术、工艺、设备等差距，
大多依赖进口。位于佛山的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 20 多年努力，一举突破尖端领域气体材料的进口
制约。目前，公司生产的光刻混合气已进入光刻机生产商
荷 兰 阿 斯 麦 公 司 供 应 体 系 ，公 司 特 种 气 体 产 品 已 超
200 种。
　　近来，制造业“高地”佛山，还在扩张产业版图，通过“强
核”“立柱”“培土”等工程，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武林门派”。
　　“通过打造产业集群，一方面做大长板、补齐短板。同时
也与大湾区的广州、深圳、东莞等形成梯队优势。”刘炯说。
　　 2020 年，佛山装备制造、泛家居等优势产业持续壮
大，汽车及新能源、军民融合及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装备及
机器人、新材料、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集群实现千亿元
规模。
　　“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不移走好‘世
界科技+佛山智造+全球市场’创新发展之路，全力打造
面向全球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佛山市委书记鲁
毅说。
　　佛山是中国南方的历史名城，包括粤剧、石湾陶塑技
艺、广东醒狮等 14 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广东历史上 9 位文状元 5 位来自佛山。
　　为打好“文化佛山”这张牌，去年 9 月《佛山市建
设 高 质 量 文 化 导 向 型 名 城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 0 2 0 -
2022 年）》出台，指出要重点打造九大文化产业集聚
区，包括石湾中国陶谷为中心的陶瓷创意产业集聚
区、以北滘广东工业设计城为中心的工业设计产业集
聚区等。
　　醒狮，是融舞蹈、武术、音乐等为一体的民间舞蹈，佛
山是“狮艺之乡”，几乎乡乡都有醒狮队，利用醒狮强身健
体，逢年过节舞狮不断。“以前我学武术的时候，感觉好像
是街头卖艺，现在我们更加感觉到舞狮是一种文化。”醒
狮教练叶仲铭说。
　　锚定高质量发展的佛山，如醒狮一样，正傲然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