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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邱冰清

　　江苏盐城是一座没有山的城市，
全市最高海拔约 8 米，却有一个地方
叫“岭”：五条岭。
　　“五条岭”是个烈士陵园，位于如
今的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步凤镇庆
元村。这里长眠着 2000 多名革命
先烈。
　　 1947 年冬，盐南阻击战在盐城打
响。激战四天四夜，共歼灭敌军 4000
多人，俘虏 3000 多人，我军也有 2000
多名战士血洒疆场。
　　战事紧张，烈士遗体由地方组织，
船载人抬，送至距离主战场几公里的
伍佑区袁坎乡港南村（今步凤镇庆元
村）一块盐碱地上掩埋。当地老百姓用
白布将烈士的遗体裹好，白布不够了
就从家中拿来芦席为烈士裹尸。牺牲
战士太多，无法一一建坟，烈士的遗体
以叠葬的方式安放在挖好的五条沟
内，形成五条土岭，每条长约 40 米、
高 1 米多、各有 31 个坟茔，民间称其
为“五条岭”。
　　拔草，添土，守好墓，等待烈士的
亲人来“寻找”他们……有一家三代人
义务守护五条岭烈士墓 70 余载。第
三代守墓人卞康全，在继续“守约”的
同时，还与社会各界一起，为 330 余
名烈士“找到”了家人。
　　姜步殿烈士、林加喜烈士……临
近清明，几乎每天都有烈士后人前来
祭扫。卞康全说，希望有一天，这里的
2000 多名烈士，他们的墓碑，都能有
亲人来祭扫。

三代守墓人

　　 3 月 20 日，卞华和儿子卞康全
在地里忙活着。这一天是卞华特意看
了黄历后选的“好日子”。
　　清明前正是棉花播种的时候，卞
华父子俩在地里忙的不是自家农活，
而是在准备坟茔顶上的添土，细数起
来一共 155 块。
　　推迟播种期，精心准备祭品，并不
是为了自家的祖先，而是为了埋葬在
家不远处的烈士们。这是卞康全母亲
程庆莲还在世时就坚持的事情。“我母
亲说，必须在清明前为五条岭烈士的
坟茔上添好土。”卞康全告诉记者。
　　想起长眠在五条岭的人，卞康全
一家非常悲伤。
　　卞康全的祖父卞德容当年参与了
安葬烈士遗体，祖母牵着年仅 8 岁的
父亲站在边上。祖母告诉卞康全，当时
很多人边安葬边哭。烈士安葬处没有
选择老百姓的庄稼地，而是常年长不
出庄稼的盐碱地。她跟我说：“他们活
着打仗是为了老百姓，死也没找个好
的安葬地，是我们最亲的人。”
　　此后，卞德容夫妇常带着卞华去
五条岭除草添土。“听我祖母说，裹尸
是在冬天，温度低，遗体腐烂速度不
快。第二年夏天，一场暴雨让五条岭的
坟茔开始往下塌，还有血水流出来。当
地政府组织村民围着五条岭的东、北、
西三个方向开沟、取土、补土。后来，村
民看到坟有点塌就随手补土。前后十
年，五条岭的坟才基本稳固，不再坍
塌。”卞康全说。
　　父亲离世，母亲老迈，16 岁的卞
华牢记父亲临终的嘱托，成为第二代
守墓人。结婚后，妻子程庆莲和卞华一
起守，有了孩子，夫妻二人带着孩子一
起守。分田时，不少人因为五条岭是墓
地，不敢要后面的田，“我们不怕，那里
埋的都是革命烈士，是不会‘危害’百
姓的。”卞华说。
　　对卞华两口子来说，五条岭里埋
着的，是和家中亲人程步凤一样的人。
程步凤是卞华的远房舅舅、程庆莲的
堂叔，参加革命后于 1948 年被捕入
狱，敌人严刑逼供未果后将其杀害。
　　但十来岁的卞康全不能理解父母
的做法。“我们兄弟姐妹在家把饭都做
好了，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但母亲还在
五条岭慢慢添土。为了能早点回家吃
饭，我就帮她一起。母亲一边添土，一
边跟我们说：埋在这里的烈士和堂外
公没有区别，都是我们最亲的人。”
　　几十年来，这一家人是真正“守”
住了这片墓地。
　　早年间的五条岭尚未修建水泥台
阶，周围树木林立。村子里有人想置换
五条岭后面卞家的田地，用来开挖鱼
塘，并在东侧修条路运送建鱼塘所需
的砖坯。
　　想到来往的工人运送砖坯会让陵
园不再安静，烈士英灵难以安息，鱼塘

的开挖更会让五条岭后方的河水导致
坟茔坍塌，程庆莲决定“抗争”。和村里
争执未果后，卞康全给当时的乡领导
写了封信。“当时也不知道乡里领导名
字，就在信封上写‘乡里的书记收’。”
卞康全说，最终鱼塘没建，五条岭安然
无恙。
　　跟着父母，卞康全“自然而然”地
接过守墓的“接力棒”。就这样，一家三
代人守着五条岭 70 余载。

“烈士从不无名”

　　小时候，卞康全心中总有个困惑，
他问祖母：家不远处的墓地里都是谁？
为什么过年、清明都没有家里人来烧
纸钱。祖母告诉他：“是打仗死掉的士
兵，是恩人。”
　　长大了，母亲说得更多，她一边在
坟边除草、添土，一边说：“我们要把这
些烈士当作自己的叔叔、外公来看待，
给他们守好墓，等他们的亲人来寻他

们。要是墓都没了，人家来找什么？”
　　守好墓，等着烈士的亲人。可他们
的亲人什么时候才会来？卞康全不知
道。“我能做的，就只有好好守护着，等
待着。”
　　直到 1991 年，一位陌生女士走
到五条岭旁的卞康全家中借铁锹。“我
心里想，一个外地人怎么会来借铁锹。
她说想给自己父亲的坟上添把土。”卞
康全说，当时他的心情难以描述，想着

“终于来了”，赶忙提着铁锹跟着过去。
　　这是第一位来五条岭祭拜烈士
的后人：陈继业。她的父亲是盐南阻
击战中牺牲的陈同桂烈士。根据父亲
幸存战友的描述，她找到当地民政
局，又随着指引，“过通榆河，向东走
几里地，再问当地人一个叫五条岭的
地方”。
　　不知道父亲在哪一条岭里，陈继
业为每条岭添了三锹土。“那是春天，
茅草刚冒芽，太阳是落山前的暗红。陈
继业走到东边第二条岭时，伏上去痛

哭。”卞康全说，陈继业身体不好，拜托
他每年清明帮她为父亲坟上添土。他
请她放心，一定记得。
　　 2009 年，五条岭在当地政府支
持下翻新修整。后来，盐城当地组织各
村镇收集信息，出版了《难忘五条岭》，
书中包含 751 名烈士名录。卞康全和
在中共涟水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工作
的王继华交流中，又获悉 85 名葬在
五条岭的涟水籍烈士名单，836 名烈
士“有了名字”。
　　“有人说烈士无名，我说烈士有
名，只是暂时不知姓甚名谁，但他们的
名字永远刻在我们心里。”卞康全说。
　　 2010 年，卞康全开始登记烈士
陵园来访者信息，名字、从哪来、联系
方式等，愿意的还可写下自己的感悟。
有明确名单后，他会告诉来访者，家乡
有哪些烈士在这里，姓名、部队番号
等，请他们用手机拍下来，回去帮忙找
找烈士后人。到现在，已累积了 13 本
陵园记事簿。

送他们“回家”

　　“兹有您家先人 XXX 烈士，资料
查得在 1947 年盐南阻击战中壮烈牺
牲，被当地人民群众安葬在盐城市步
凤镇庆元村二组（原港南组）的五条岭
烈士陵园中，今致函您家，特告之，了
结寻找之心愿。”落款是五条岭守墓人
卞康全，并留下他的联系方式。2018
年，卞康全开始往这 836 名烈士籍贯
地寄送“寻亲信”。
　　起初卞康全自掏腰包寄送了 300
余封信，2020 年亭湖区邮政局在五
条岭举行党建活动，感动于卞康全的
行为，决定为他免费提供信封、免费
投递。
　　《难忘五条岭》被卞康全翻了又
翻，有的书页已掉落，烈士名单上做了
不同标记，用来区分已联系上、信寄出
被退回、未寄出……几年来，卞康全共
寄出近 600 封信，还有约 300 封将于

今年清明前寄出。
　　然而，有些信件常因“原址查无
此人”被退回。2019 年初，头条寻
人“寻找烈士后人”公益项目组联系
卞康全，表示愿意免费帮忙一起寻
找烈士后代。卞康全当晚就将 836
名烈士名录以及已找到后人的烈士
名录发给对方。依托地理位置弹窗
技术，项目组在今日头条 App 上将
这些烈士信息陆续弹窗到烈士的
家乡。
　　泰州的季福林烈士正是通过今
日头条的“弹窗”被家人“找到”的。
  “72 年了，二伯（二爷爷），我们
终于找到您了，您该回家了……”
2019 年 12 月，一场特殊的祭拜在
五条岭举行：因为身体不好，季福林
的侄儿季士勋在泰州靖江家中穿戴
整齐，通过和在五条岭的儿子电话
连线，完成隔空祭拜。
　　截至目前，通过寄信、头条弹窗
等方式，五条岭有 330 余名烈士

“找到”了亲人。卞康全说：“这不是
一个人的功劳，是媒体、志愿者、政
府等多方努力的结果，我敬重这些
人。”
　　卞康全家中珍藏着一只风筝，
是一位山东籍烈士后人收到寻亲信
找到五条岭，并带了这里的土回家

（意为“迁坟”）后，寄给他的。卞康全
一直小心收藏，从未给孩子们放过。

“烈士就像这风筝，从山东飘到这里
战斗，并葬身于此，但风筝的线一直
没断，一直在家人手中攥着。于是，
家人千里迢迢地来接烈士回家。”

“他们是我们最亲的人”

　　“这些烈士是为老百姓牺牲的，
是我们最亲的人”，这是卞家一代代
传下的朴素话语。为英烈义务守墓，
这是卞家一代代践行的诺言。
　　对卞家来说，这里是特别的地
方。虽然儿子接过守墓的接力棒，可
年逾八旬的父亲仍放不下五条岭。
除了每天都要过来，他还不时站在
几百米外的小儿子家门口望望这
里。“这里住的是恩人，没有他们，就
没有我们。”卞华说。
　　每天上午 8 点前卞康全一准
到五条岭，中午回家做饭吃一口就
再回来，晚上到天黑时回家。五条岭
没有大门的时候，卞康全有事来不
了，父亲就会接替他。自从五条岭有
了大门，卞康全没有一天“失约”，

“我怕来寻亲的烈士后人进不了门，
找不到人。”
　　每天，卞康全都非常忙碌。
　　第一件事就是对着烈士纪念碑
三鞠躬，再诵读一遍毛主席写的人
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
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
来……”
　　五条岭的地，卞康全每天要扫
好多次，尽量保证地上没有叶子、花
瓣等，“让烈士和参观者都有个整洁
的环境”。讲解要说好多遍，让来瞻
仰的参观者尽可能多地了解那段历
史，讲解前他也要对着纪念碑三鞠
躬。电话要接好多个，有单位联系来
参观的、有烈士后人来寻亲的、有邮
差退信的……频繁的联系，卞康全
手机打坏了好几部，号码从未换过。
只要有未接来电他必定回拨，“万一
是烈士后人呢，如果是打错的，我就
说声‘对不起’再把电话挂断。”
　　卞康全和自己的祖辈、父辈，一
直守护这些烈士，守着一份责任，同
时也守着一份清贫。
　　两千多烈士背后，是两千多个
家庭。很多烈士亲人在苦苦寻找烈
士葬身之地。当年，金套成烈士的父
亲在寻找他的途中失足跌入壕沟，
被人发现时已亡故。妻子看丈夫一
去不回，带着孩子一路寻找，听到该
消息后以泪洗面，眼睛哭瞎了。“这
样的故事太多了。能生活在阳光下、
平淡、平安，很多人其实不懂这是一
种幸福。人一生的幸福是追求不完
的，要学会知足，我愿意做好五条岭
守墓人。”
　　在五条岭，卞康全见证了“团
聚”、哭泣、哀思……这让卞康全更
发自内心地要守护好五条岭。“只要
身体还好，不呆、不傻、能走，就一直
做下去。先烈的血不能白流，我希望
更多人知道他们，我愿用自己普通
的双手守护这些不该被遗忘的名
字。”

年复一年添土拔草，等待烈士的亲人来“寻找”
盐城：一家三代为烈士守墓 70 余年，第三代守墓人帮 330 多位烈士“找到”家人

卞康全在为来访者讲解烈士事迹。  本报记者邱冰清摄

烈士后人在卞康全准备的陵园记事簿上写下感言。本报记者邱冰清摄卞康全收到的退信。  本报记者邱冰清摄

五条岭不寂寞
本报记者邱冰清

　　 1967 年出生的卞康全，看上去似
乎比同龄人老些。头发花白，皮肤黝
黑，脖子上下是两个色。
　　他很注重着装。在五条岭烈士陵
园里，无论冬夏他都穿长袖长裤，有讲
解时都会穿干净整洁的衣服。他说，这
是为了庄重，也为了礼敬。
　　作为一位守墓的农民，他的身上
有些反差感。
　　从他的谈吐中感觉不到他只有初
中学历。他家中有一张小桌子，放着他
练过字的毛边纸。他喜欢看书，《孝经》

《礼记》等都能背诵。他说，站在烈士陵
园这个地方，也不能太失身份。
　　天气渐暖，到了中午时分太阳也
开始“热烈”起来。看到门口的“小岗
亭”，我问他夏天热不热。他说：“不怕
你笑话，过去家在隔壁时，夏天就把找
到这里来的烈士后人接到家里坐坐。
后来有小岗亭，天冷时里面能挡风，多
穿点就行。天热时，上午就到东边树荫

下躲太阳，下午就到西边树荫下躲太
阳。”《礼记》就是去年秋天他坐在树荫
下看完的。
　　他很谦卑。他会在与每一位来访
者说话的最后，鞠一躬，表达感谢。我
听到一位老师电话联系来五条岭参观
事宜，当问及是否需要缴纳费用时，他
说：“怎么能收费，只要来瞻仰革命先
烈，我们就感恩你们，谢谢您。”
　　卞康全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
他能如此虔诚地一直守着五条岭。是
的，虔诚。采访时，我拖着凳子请他一
起坐下聊聊，他拒绝了。除了在“小岗
亭”里，在五条岭陵园的其他任何一处
他从不坐着，因为要尊重烈士。
　　在我看来，这也许是这个农民家
庭最拙朴的感恩，以及耳濡目染的家
风传承。从祖父祖母，到父亲母亲，都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他们是我们
最亲的人”，并代代相传。卞康全自己
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些先烈是父亲
挚爱的人，我爱父亲，也爱父亲挚爱的
革命先烈。如不这样，我就不是一个孝

子了。没有孝又何来忠呢！”
　　五条岭似乎已成为卞康全的心灵
归处。他变得和父亲一样，离不开这
里。去女儿家都是晚上去晚上回，亲家
说“你忙得很呢”。与五条岭相关的一
切，他都一一记在日记里。近几年，他
将日记本与来访者登记簿合为“陵园
记事簿”。
　　卞康全家里，被褥、杂物等都相对
随意地放在外面，和五条岭相关的一
切却被他用一个个纸箱、行李箱收好，
放在架子上。日记本、记事簿、烈士遗
物，甚至是参观者敬献花篮上的挽联、
退回的寻亲信……都被他分类收好。
有一封退信上订有 21 张“改退批条”，
意味着邮递员 21 次投递未果，“所以
说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有很多
这样的人在辛勤付出。”
　　 2009 年当地政府翻新修整五条
岭的同时，开始给予卞康全一定补贴，
现在是每月 1000 元。也有人曾劝卞康
全去打工，他说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感
谢家人的支持，能让他一直守在这里。

“我妻子嫁到我们家也许就是上天的
安排。”卞康全说，妻子说自己出去打
工挣钱，让他在家带孩子、种地、守墓。
孩子们从小也要跟着卞康全去五条岭
拔草、打扫，长大了都跟他说：“你做你
喜欢的事情，我也不指望你给我什
么。”
　　盐城好人、江苏好人、中国好
人……卞康全说，也许别人看到荣誉
高兴，他看到荣誉害怕，这些是压力。

“荣誉就是昨天的事，今天是一片空
白，继续做好该做的事情。”
　　卞康全告诉我，也许在不少人眼
中，他就只是关门、开门、扫地而已，
但他不这么想，也不需要别人去理
解，他甘愿守在这里。采访当天晚上，
即将锁上陵园大门时，卞康全站在纪
念碑前对我说：“跟他们在一起，我很
幸福。”
　　是的。我想，埋葬在五条岭的人，有
卞康全一家的守护是幸福的，有这些烈
士“陪伴”，卞康全也是幸福的。
　　五条岭不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