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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

电 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发出通
知，公布第二批 100 处国家
级 抗 战 纪 念 设 施 、 遗 址
名录。

名录按行政区划序列排序如下：
北京市
赵登禹将军墓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道

口甲 1号

佟麟阁将军墓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香山

北正黄旗 18号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位于北京市房山

区十渡镇十渡村

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 位于北

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焦庄户村

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 位于北京市

密云县古北口镇古北口村

河北省
梅花惨案纪念馆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

藁城区梅花镇梅花村

冀东烈士陵园 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路南

区陵园路 2号

潘家戴庄惨案纪念馆 位于河北省唐山

市滦南县程庄镇潘家戴庄村

喜峰口长城抗战遗址 位于河北省唐山

市迁西县滦阳镇石梯子村

涉县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 位于河北

省邯郸市涉县河南店镇赤岸村

晋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旧址 位

于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辽城乡石门村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 位于河北省保

定市阜平县城南庄镇城南庄村

晋察冀烈士陵园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唐

县军城镇南关村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遗址 位于河北省

保定市涞源县银坊镇黄土岭村

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 位于河北省承德

市双桥区翠桥路西 9号

马本斋纪念馆 位于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本斋回族乡本斋村

山西省
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 位于山西

省大同市大同煤矿煤峪口矿建新街 1号

平型关烈士陵园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灵

丘县武灵镇灵源村

太行太岳烈士陵园 位于山西省长治市

城区英雄南路东华门 67号

抗日五专署旧址 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城

区五马街道南石槽村

黄崖洞革命纪念地 位于山西省长治市

黎城县黄崖洞镇上赤峪村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位于山西省长治市

武乡县太行街 363号

李林烈士陵园 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平鲁

区井坪镇平万路 1号

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 位于山西省晋

中市左权县麻田镇上麻田村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 位于山西省吕梁

市兴县蔡家崖乡蔡家崖村

内蒙古自治区
土默特左旗青山烈士陵园 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把

什村

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 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

镇女儿山

抗联英雄园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阿荣旗那吉镇东山

巴彦汗日本关东军毒气实验场遗址 位

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

巴彦托海镇

五原抗日烈士陵园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

侵华日军阿尔山要塞遗址 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

辽宁省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位于辽宁省

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 3号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 位于辽宁省

沈阳市大东区地坛街 30-3号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 位于辽宁省抚

顺市新抚区南昌路 17号

赵尚志纪念馆 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双塔

区中山大街 2段

吉林省
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吉林省吉林

市船营区环山路 27号

老黑沟惨案遗址 位于吉林省舒兰市新

安乡联合村

延边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吉林省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公园街烟集路 8号

黑龙江省
哈尔滨烈士陵园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香坊区体育街 1号

江桥抗战纪念馆 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泰来县江桥镇江安社区

侵华日军虎头要塞遗址博物馆 位于黑

龙江省虎林市虎头镇虎东山

饶河抗日游击队纪念碑 位于黑龙江省

双鸭山市饶河县饶河镇小南山

上海市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位于上海市闸北

区光复路 1号

国歌展示馆 位于上海市杨浦区荆州路

151号

金山卫城南门侵华日军登陆处 位于上

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南安路 87号

江苏省
禹王山抗日阻击战遗址纪念园 位于江

苏省邳州市戴庄镇李圩村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 位于江苏省

溧阳市竹箦镇水西村

常熟市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 位于江

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芦苇荡路

新四军联抗烈士陵园 位于江苏省南通

市海安县墩头镇千步村

侵华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处旧址 位于江

苏省高邮市熙和巷 70号

泰州市烈士陵园 位于江苏省泰州市海

陵区迎春西路 115号

泗洪县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江苏省宿迁

市泗洪县青阳镇山河路 12号

浙江省
侵 浙 日 军 投 降 仪 式 旧 址 和 千 人 坑 遗

址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受

降村

宁波樟村四明山烈士陵园 位于浙江省

宁波市鄞州区章水镇振兴中路 66号

安徽省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 位于安徽省

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松元村

戴安澜烈士墓 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镜湖

区赭山公园

藕塘烈士陵园 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定远

县藕塘镇塔山

宿州烈士陵园 位于安徽省宿州市埇桥

区雪枫路 1号

福建省
永安抗战旧址群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

江西省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位于江西

省南昌市西湖区友竹路 7号

万家岭大捷纪念园 位于江西省九江市

德安县翰林路

马垱炮台遗址 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彭泽

县马垱镇马垱山

山东省
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山东省淄博

市周村区南郊镇大埠山

八路军抱犊崮抗日纪念园 位于山东省

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双山涧村

梁山歼灭战遗址纪念园 位于山东省济

宁市梁山县水泊街道独山村

泰安市岱岳烈士陵园 位于山东省泰安

市岱岳区祝阳镇陈良村

肥城烈士陵园 位于山东省肥城市安临

站镇东陆房村凤凰山

天福山革命遗址 位于山东省威海市文

登区文登营镇天福山

沂水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山东省临沂市

沂水县沂城街道荷叶官庄村跋山

山东省政府和八路军 115 师司令部旧
址 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中心街

128号

滨海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山东省临沂市

临沭县临沭街道叠翠路 1号

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 位于山东省乐陵

市朱集镇旅游路 99号

鲁西北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山东省聊城

市莘县大王寨镇东丈八村

鲁西南烈士陵园 位于山东省菏泽市曹

县韩集镇曹楼村

河南省
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旧址纪念馆 位

于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

湖北省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 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 57号

石牌抗战遗址 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

区三斗坪镇石牌村

鄂豫边区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湖北省孝

感市大悟县城关镇长征中路 39号

湖南省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

士公墓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街

道岳王亭路

大云山三战三捷摩崖石刻 位于湖南省

岳阳市岳阳县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

抗日战争湘西会战阵亡将士陵园 位于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龙潭镇肇山村弓形山

广东省
三灶岛侵华日军罪行遗迹 位于广东省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

西 海 抗 日 烈 士 陵 园
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北滘镇西海村烈士中路

116号

大 岭 山 抗 日 根 据 地 旧
址 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大岭

山镇大王岭村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 位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中山北路 14号

海南省
六连岭烈士陵园 位于海南省万宁市和

乐镇六连村

重庆市
国民参政会旧址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

华路 174号

保卫中国同盟总部旧址（重庆宋庆龄旧
居陈列馆）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街道

新村 5号

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官邸旧址
（重庆史迪威博物馆）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嘉

陵新路 63号

贵州省
和平村旧址 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镇远县 阳镇和平街150号

云南省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位于云南省昆

明市五华区一二一大街 298 号云南师范大学

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

抗战胜利纪念堂 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五

华区云瑞西路 49号

松山战役旧址 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

县腊勐乡大垭口村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 位于云

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畹町国家

森林公园

怒江驼峰航线纪念馆 位于云南省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片马镇

陕西省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位于陕西省

西安市新城区北新街七贤庄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 位于陕

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北二道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 位于新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乌 鲁 木 齐 市 天 山 区 胜 利 路

392号

乌 鲁 木 齐 烈 士 陵 园 位于新疆维吾

尔 自 治 区 乌 鲁 木 齐 市 天 山 区 燕 儿 窝 路

524 号

香港特别行政区
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位于香港特别

行政区新界沙头角乌蛟腾村

国务院公布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
电 为永远铭记抗日英烈的
不朽功勋，弘扬伟大的民族
精神和抗战精神，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民政部 24 日公
布第二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
奋战、为国捐躯的 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
雄群体名录。

名录按牺牲年份和姓氏笔画排序如下：
马兴周（1884—1932） 东北民众抗日

义勇军第 16路军参谋长
成庆龙（1898—1932） 中国国民救国

军第 12路别动队总指挥
关耀洲（1891—1932） 吉林抗日义勇

军第 5路军司令
李 玉（1896—1932） 东北民众抗日

义勇军第 17路军副司令
张竞渡（1904—1932） 黑龙江步兵暂

编第 2旅旅长
黄毓全（1905—1932） 空军中央航空

第 6队分队长
韩家麟（1898—1932） 黑龙江抗日义

勇军总参议
王兆兰（1910—1933） 中国工农红军

第 32军南满游击队总队长
王润波（1905—1933）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7军 25师 149团团长
田 霖（1900—1933） 吉林人民抗日

自卫军司令
白子峰（1877—1933） 辽宁抗日救国

军第 5路军副司令
初向辰（1910—1933） 中国工农红军

第 32军南满游击队总队政治委员
孙铭宸（1894—1933） 东北民众抗日

义勇军第 3军团总参议兼第 4梯队司令
李春润（1901—1933） 东北民众抗日

义勇军第 3军团副总指挥
武止戈（1902—1933） 察哈尔民众抗

日同盟军总指挥部参谋主任
金伯阳（1907—1933） 中共满洲省委

常委
胡泽民（1902—1933） 中国国民救国

军副总参谋长
徐达三（1896—1933） 辽宁民众自卫

军第 8路军司令
裴治云（1893—1933） 中共汤原中心

县委书记
朱云光（1911—1934） 东满抗日联合

军指挥部副指挥
朱 守 一（1905—1934） 密 山 游 击 队

队长
张文偕（1907—1934） 饶河反日游击

大队大队长
张锡武（1899—1934） 黑龙江民众抗

日救国军第 1军司令
景振卿（1880—1934） 东北民众救国

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
朴翰宗（1911—1935） 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 1军参谋长
李光林（1910—1935） 东北反日联合

军第 5军 2师政治部主任
李松波（1904—1935） 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 1军 2师参谋长
杨太和（1904—1935） 东北抗日同盟

军第 4军 1师师长
何忠国（1909—1935） 东北抗日同盟

军第 4军政治部主任
张玉珩（1901—1935） 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 3军政治部主任
苗可秀（1906—1935） 中国少年铁血

军总司令
苏剑飞（1907—1935） 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 1军南满第 1游击大队大队长
韩 浩（1905—1935） 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 1军 1师师长
王学尧（1910—1936） 中共密山县委

书记
史忠恒（1906—1936） 东北抗日联军

第 1路军 5师师长
李 秋 岳（1901—1936 女） 中 共 延

（寿）方（正）特支书记
李敏焕（1913—1936） 东北抗日联军

第 1军 1师参谋长
金 剑 啸 (1910—1936） 《大 北 新 报 画

刊》主编
孟泾清（1905—1936） 中共吉东特委

组织部部长
曹国安（1900—1936） 东北抗日联军

第 1路军 2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梁锡福（1903—1936） 辽宁民众自卫

军第 1方面军第 11路军司令
傅显明（1900—1936） 东北抗日联军

第 5军 2师师长
万全策（1902—1937） 中央陆军军官

学校教导总队第 1旅参谋长
马玉田（？—1937） 察哈尔省保安第 1

旅旅长
王天祥（1906—1937） 空军第 3 航空

大队副大队长
王凤阁（1895—1937） 辽宁民众自卫

军第 19路军司令
王以哲（1896—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67军军长
左子元（1906—1937） 东北抗日联军

第 1军第 11独立师师长
石焕然（1895—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9军 70师 205旅 410团团长
卢仪欧（1903—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9军 70师 215旅 429团团长
丘之纪（1902—1937） 税警总团第 5

团团长
司徒非（？—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66军 160师参谋长
朱 诚（1907—1937） 晋察冀抗日义

勇军第 5支队党代表
朱芝荣（1897—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67军 107师 319旅旅长
华品章（1902—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72军 88师补充旅 1团团长
全正喜（1911—1937） 空军第 2 航空

大队 14中队中队长
刘启文（1899—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67军 108师 322旅旅长
刘国用（1898—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74军 58师 147旅副旅长
刘眉生（1904—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4军 85师 253旅 510团团长
刘家麒（1894—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9军 54师师长
刘粹刚（1913—1937） 空军第 5 航空

大队 24中队中队长
安顺花（1908—1937 女） 东北抗日

联军第 2军缝纫队队长
纪儒林（1910—1937） 中共南满省委

委员
李天柱（1898—1937） 东北抗日联军

第 4军 2师师长
李友梅（1907—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军 1师 2旅 4团团长
李东光（1904—1937） 中共南满省委

组织部部长
李绍嘉（1896—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83军 156师 468旅副旅长
李海青（1895—1937） 察哈尔民众抗

日同盟军第 16军军长
李维藩（？—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18军 67师 402团团长
李福林（1907—1937） 中共北满临时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杨 杰（1895—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军 1师 1旅副旅长
沈崇诲（1911—1937） 空军第 2 航空

大队 9中队分队长
张本禹（1899—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3军 4师 12旅副旅长
张树桢（？—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19军 72师 416团团长
张倬甫（1898—1937） 北宁铁路局总

工程师
陈宜胜（1914—1937） 中共盂（县）平

（定）阳（曲）寿（阳）中心县委书记
陈锡纯（1916—1937） 空军第 2 航空

大队 9中队飞行员
周建华（1913—1937） 东北抗日联军

第 1路军 3师政治委员
周树东（1918—1937） 东北抗日联军

第 1路军 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庞泰峰（1905—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53军 91师 272旅副旅长
郝贵林（1900—1937） 东北抗日联军

第 3军 4师师长
秦庆武（1903—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70军 19师 113团团长
高鹏振（1897—1937） 东北国民救国

军司令
唐惠洽（1908—1937） 上海保安总团

参谋主任
涅 日 丹 诺 夫·尼 古 拉·尼 基 福 罗 维 奇

（1913—1937） 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
黄纪福（1902—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66军 159师 477旅副旅长
曹 炳（1900—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9军 72师 433团团长
尉迟凤岗（1903—1937） 国民革命军

陆军第 3军 7师 21旅副旅长
韩宪元（1906—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72军 88师 524团团长
谢振平（1892—1937） 北平市卫生局

局长
蓝运东（1899—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预备第 10师参谋长
雷 震（1902—1937） 中央陆军军官

学校教导总队第 3旅副旅长
路景荣（1902—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54军 98师 583团团长
解固基（1897—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43军 26师 152团团长
雍济时（1901—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26军 33师 195团团长
蔡如柏（1899—1937）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66军 160师 956团团长
于文彬（1916—1938） 中共冀鲁边工

委书记
马德山（1911—1938） 东北抗日联军

第 6军 1师师长
马骥德（？—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32军 139师 2旅副旅长
王 麟（？—1938）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41军 124师 740团团长
王崇实（1915—1938） 冀东抗日联军

第 5总队政治主任
王毓峰（1897—1938） 东北抗日联军

第 4军 2师师长
王德林（1875—1938） 中国国民救国

军总指挥
毛岱钧（1902—1938） 国民革命军陆

军预备第 9师 35团团长
田 耘（1907—1938）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75军 13师 37旅 73团团长
吕汝爽（？—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32军 139师 1旅副旅长
吕晓韬（1893—1938）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7军 84师 501团团长
吕 基 淳（1914—1938）

空军第 4 航空大队 23 中
队中队长

朱 仰 兴（1915—1938）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 11

大队大队长
刘北海（1897—1938）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58军新编 10师 2旅 4团团长
刘礼年（1909—1938） 八路军第 120

师 359旅 717团政治委员
刘阳生（？—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70军 19师 57旅 114团团长
刘湛恩（1895—1938） 上海沪江大学

校长
关化新（1906—1938） 东北抗日联军

第 3军 2师师长
江惟仁（1885—1938） 江苏省绥靖公

署参议
阮务德（1914—1938） 冀东抗日联军

第 23总队政治主任
纪鸿儒（？—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74军 51师 302团团长
远静沧（1901—1938） 山东西区人民

抗敌自卫团政治部主任
严家训（1898—1938）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60军 183师 541旅 1082团团长
李必蕃（1892—1938）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20集团军 23师师长
李桂丹（1914—1938） 空军第 4 航空

大队大队长
李润民（1910—1938） 冀东抗日联军

第 3梯队梯队长
杨 二（1889—1938） 冀东民众抗日

救国军司令
杨 怀（1897—1938）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8军 60师 180旅 359团团长
杨俊恒（1910—1938） 东北抗日联军

第 1路军 3师参谋长
杨炼煊（1898—1938）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22军 50师 148旅副旅长
杨镇华（？—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12军 22师 132团团长
吴玉光（1909—1938） 东北抗日联军

第 6军 4师政治部主任
吴汝鎏（1908—1938） 空军第 3 航空

大队大队长
吴景才（？—1938） 东北抗日联军第 3

军新编 2师政治部主任
何 畏（1922—1938） 东北抗日联军

第 4军警卫员
何 信（1913—1938） 空 军 第 3 航 空

大队 8中队副中队长
邹绍孟（1895—1938）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41军 124师参谋长
汪成钧（1900—1938）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75军 13师 37旅副旅长
张传福（1902—1938） 东北抗日联军

第 6军 2师师长
（下转第七版）

民政部公布第二批 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