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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人（1905—1942） 国民革命军
陆军第 5军 200师 599团团长

袁心纯（1913—1942） 八路军冀中
军区第 9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袁福崇（？—1942）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86军 16师参谋主任

耿玉华（1911—1942） 八路军晋察冀
军区第 13军分区 11团政治委员

夏德元（1902—1942） 蓟（县）遵（化）
兴（隆）抗日联合县游击大队大队长

晏盛明（1913—1942） 新四军第 3 师
兼苏北军区泗阳独立团团长

徐克强（1908—1942） 新四军第 1 师 1
旅兼苏中军区第3军分区泰州独立团政治委员

徐靖远（1901—1942） 抗日救国军纵
队司令员

郭寿征（1910—1942） 八路军太岳军
区决死队第 1旅 57团政治委员

凌则民（1911—1942）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5军 96师 288团团长

海凤阁（1909—1942） 八路军前敌总
指挥部通信科科长兼通信营营长

陶净非（1912—1942） 东北抗日联军
第 5军 2师政治部主任

黄君珏（1912—1942 女） 新华社华
北总分社经理部秘书主任

萧辉锡（1917—1942） 新四军第 7 师
19旅 55团政治委员

崔兰仙(1915—1942 女) 冀鲁边区妇
女救国总会主任

韩国钧（1857—1942） 苏北临时参议
会名誉议长

程绍芬（1898—1942） 浙江松阳县寿
年小学校长

赖国清（1918—1942） 八路军鲁南军
区第 3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褚雅青（1902—1942） 峄县县大队副
大队长

蔡 良（1910—1942） 苏中区税务局
局长

潘 维 周（1917—1942） 中 共 鲁 中 第 2
地委组织部长

薛佑之（1907—1942） 平介县抗日民
主政府县长

魏金三（1913—1942） 八路军冀鲁豫
军区第 8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马函三（1901—1943） 长山县抗日民
主政府县长

王 珊（1911—1943） 新四军第 5 师
兼鄂豫皖军区第 3 军分区独立 12 团政治
委员

王 波（1911—1943） 八路军晋察冀
军区丰滦密区区队政治委员

王 文（1911—1943） 八路军山东纵
队第 5支队政治委员

王 光（1921—1943 女） 冀氏县四
区副区长

王石钧（1910—1943） 曹县抗日民主
政府县长

王立业（？—1943）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43军 70师副师长

王纯一（1912—1943） 八路军晋察冀
军区雁北军分区指挥部第 11区队政治委员

王育荣（1901—1943） 八路军冀中军
区卫生部副部长

宁玉庭（1912—1943） 新四军第 5 师
兼鄂豫皖军区第 3军分区襄西支队政治委员

田时风（1913—1943） 沁阳抗日民主
政府县长

弗兰克·席尔(？—1943） 美国志愿援
华航空队队员

朴吉松（1917—1943） 东北抗日联军
第 3路军 12支队支队长

朱大山（1908—1943） 新四军第 5 师
兼鄂豫皖军区第 2军分区云梦指挥部指挥长

刘同方（1911—1943） 漳河县抗日民
主政府县长

刘志超（1910—1943） 八路军太岳军
区第 5军分区副司令员

刘桂云（1911—1943） 八路军晋察冀
军区第 2军分区 19团团长

刘耀梅（1921—1943 女） 阜平县罗
峪村妇救会主任

江春炎（？—1943）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51军 114师参谋长

严昌荣（1914—1943） 新四军第 1 师 3
旅 7团团长

杜邦宪（1907—1943） 新四军第 5 师
特 3旅政治部主任

李汉英（1907—1943） 八路军冀南军
区第 1军分区 20团政治委员

李亚峰（？—1943） 八路军冀鲁豫军
区第 4军分区 21团团长

李光宇（1907—1943） 八路军晋察冀
军区第 13军分区滦东地区敌工部部长

李成华（1915—1943） 八路军冀南军
区独立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

李竹林（1906—1943） 滇缅警备司令
李枚青（1914—1943） 八路军鲁中军

区第 1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敌工部部长
李铁民（1918—1943） 八路军胶东军

区南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杨世立（1903—1943）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7军 84师 251团团长
杨承德（1908—1943） 八路军冀鲁边

区第 3军分区副司令员
吴 明（1918—1943） 中 共 冀 南 第 2

地委宣传部部长
余志远（1917—1943） 乐陵县抗日民

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
邹嘉甫（1915—1943） 中共广灵县委

书记兼县游击大队政治委员
宋乐三（1918—1943） 中共濮阳县委

书记
宋耀南（1913—1943） 新四军第 3 师

10 旅兼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 3 支队 7 团
团长

张少舫（1905—1943）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51军 113师参谋长

张同生（1913—1943） 八路军后勤部
兵站第 3分站副主任

张袖石（1908—1943） 中共冀鲁边区
第 3地委副书记

张惠民（1905—1943）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0军 3师 9团团长

张 智 忠（1909—1943） 西 海 印 刷 厂
厂长

陈涉藩（？—1943）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73军 15师 45团团长

陈耀元（1910—1943） 八路军冀南军
区第 5军分区副司令员

罗华明（1915—1943） 八路军晋察冀
军区第 4军分区教导团团长

周志开（1919—1943） 空军第 4 航空
大队 23中队中队长

周凯东（1915—1943） 八路军太行军
区第 4军分区 3团团长

侯登山（1919—1943） 八路军清河军
区直属团爆破队队长

胡 畏（1911—1943） 晋察冀日报社
国际新闻主编

袁 复 荣（1909—1943） 鲁 西 南 专 署
专员

袁鸿化（1909—1943） 八路军冀南军
区第 4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耿玉辉（1901—1943） 丰（润）玉（田）
遵（化）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夏庆贤（1917—1943） 中共巨鹿县委
书记

夏祖盛（1907—1943） 八路军冀南军
区第 6军分区副司令员

徐 竞（1911—1943） 新四军第 3 师
10 旅兼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吴集情报站情
报工作人员

徐尚武（1912—1943） 八路军冀鲁边
军区第 2军分区副司令员

徐维中（1917—1943） 中共济南工委
书记

高道光（1906—1943） 山东铁道破坏
总队总队长

陶绍唐（1906—1943）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00军 63师 189团团长

桑玉山（1914—1943） 八路军冀鲁豫
军区第 5军分区民军 1团团长

黄德兴（1903—1943）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51军 114师师长

曹 云（？—1943） 新四军第 3 师兼苏
北军区供给部军需科科长

曹 介（1919—1943） 中共萧宿铜中
心县委书记

彭泰农（1915—1943） 东江人民抗日
游击总队港九大队政训室工作人员

韩子衡（1906—1943） 八路军清河军
区清西军分区参谋长

傅 国 光（1916—1943） 冀 鲁 日 报 社
社长

童世明（1912—1943） 新四军第 3 师 8
旅兼苏北军区盐阜军分区 22团副团长

曾海庭（1914—1943） 八路军晋察冀
军区第 3军分区骑兵团政治委员

魏 凤 璋（1918—1943） 太 岳 日 报 社
社长

魏明伦（1917—1943） 八路军冀鲁豫
军区第 5军分区民军 l团政治委员

马玉如（1910—1944） 八路军冀中军
区第 10军分区回民大队大队长

马吟南（1912—1944） 中共冀热边特
委秘书长

马登云（1906—1944）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79军 98师 293团团长

王 澄（1914—1944） 新四军第 1 师 3
旅兼苏中军区第 4军分区东南警卫团团长

王宇震（？—1944）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15军 64师参谋长

王克寇（1916—1944） 八路军冀鲁豫
军区第 1军分区 2团政治委员

王家让（1912—1944）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13军辎重兵团团长

王道平（1886—1944） 八路军冀鲁豫
军区第 5军分区定（陶）曹（县）支队支队长

今野博（1919—1944） 日本人反战同
盟鲁中支部长兼滨海支部长

史蔚馥（1891—1944） 广西绥靖公署
高级参谋

毕学法（1914—1944） 新四军第3师10
旅兼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沭阳总队总支书记

吕 光（1914—1944） 中共冀热边特
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救国报社社长

刘万里（1912—1944） 八路军晋察冀
军区定易涞支队副支队长

李 颐（？—1944） 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 6军预备 2师 5团团长

李日新（1912—1944） 新四军第 5 师
兼鄂豫皖军区安（陆）应（山）指挥部指挥长

李平东（1914—1944） 南宫县抗日民
主政府代理县长

李恒泉（1915—1944） 八路军渤海军
区第 2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李箸前（1920—1944） 中共邯郸县委
书记

杨尚武（1907—1944） 国民革命军陆
军暂编第 15军新编 29师 85团团长

吴 云（1915—1944） 八路军山东军
区滨海支队第 25团政治委员

吴 展（1908—1944）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31军 131师 392团团长

吴剑学（1883—1944） 原湖南省政府

委员
张化南（1895—1944） 冀南第 2 专署

专员
张寿昌（1908—1944） 八路军第 120

师 359旅补充团团长
陈发鸿（1915—1944） 新四军第 3 师 8

旅兼苏北军区盐阜军分区 22团团长
陈廷禹（1923—1944） 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东江纵队第 3大队中队长
林谋盛（1909—1944） 136 部队马来

亚华人区区长
松野觉（1918—1944） 日本人反战同

盟苏中支部宣传委员
易凤翔（1907—1944）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97军 196师 588团团长
罗会廉（1914—1944） 新四军第 4 师

兼淮北军区司令部侦察科科长
罗裕庭（1888—1944） 湖南戏剧界抗

敌后援会常务委员兼戏剧编纂委员会委员
季 安（1909—1944） 中共蓟（县）遵

（化）兴（隆）联合县委书记
周文彬（1908—1944） 中共冀热边特

委组织部部长
赵乃禾（1916—1944） 八路军晋察冀

军区第 3军分区骑兵团政治委员
赵驭欧（1912—1944） 中共晋察冀第

13地委敌工部部长
赵自新（1922—1944） 归凉县五区游

击队指导员
胡乃超（1912—1944） 八路军冀鲁豫

军区第 9军分区参谋长
钟若潮（1911—1944） 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东江纵队第 3大队独立中队政治委员
姚铁民（1898—1944） 八路军晋察冀

军区冀东军分区政治部联络科科长
袁益州（？—1944） 新四军第 5 师兼鄂

豫皖湘赣军区第 4军分区司令部情报科科长
晋耀臣（1916—1944） 中共房涞涿县

第七区委书记
柴世荣（1894—1944） 东北抗日联军

第 5军军长
徐 翼（1917—1944） 八路军冀鲁豫

军区第 8军分区 6团政治委员
殷 逸（1919—1944） 新四军第 1 师 3

旅兼苏中军区第 4军分区南通警卫团团长
高农斧（1912—1944） 新四军第3师10

旅兼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2支队政治委员
高 桥（1915—1944） 八路军晋察冀

军区第 13军分区 3区队区队长
郭义鸿（1913—1944） 新四军第 7 师

兼皖江军区供给部副部长
郭满福（1922—1944） 八路军山西繁

峙支队 1连 4班战士
黄 友（1927—1944） 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东江纵队独立第 3中队班长
曹一川（1914—1944） 龙（观）赤（城）

联合县民教助理
康俊仁（1908—1944） 八路军太岳军

区第 5军分区司令员
覃子斌（1891—1944） 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54军 198师 594团团长
焦占宝（1922—1944） 新四军第 3 师

10 旅兼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 2 支队 6 团政
治委员

曾锦云（1908—1944） 八路军晋绥军
区塞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谢 骙（1910—1944） 泗阳县抗日民
主政府县长兼县总队总队长

鲍志椿（1914—1944） 新四军第 1 师 3
旅兼苏中军区第4军分区东南警卫团政治委员

谭志诚（1909—1944） 八路军晋察冀
军区第 14军分区 16团政治委员

颜竹林（1914—1944） 中共巨南工委
书记

穆 岳（1910—1944） 中共桑干河工
委书记兼武工队政治委员

王舟平（1913—1945） 中共渑池县委
书记

文立正（1911—1945） 中共鲁南第 2
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卢嘉温（1919—1945） 新四军第 3 师
兼苏北军区独立旅第 2支队 5团团长

宁德青（1910—1945） 八路军晋绥军
区塞北军分区情报处处长

吕怀忠（1917—1945） 八路军晋绥军
区第 8军分区副参谋长

齐学启（1900—1945） 国民革命军陆
军新编第 1军 38师副师长

阮朝兴（1918—1945） 新四军第 1 师
兼苏中军区泰州独立团团长

李少清（1921—1945） 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东江纵队第 1支队猛豹大队政治委员

李纯斋（1897—1945） 新四军第 5 师
兼鄂豫皖湘赣军区第 3 军分区襄西支队政治
委员

李锦堂（1913—1945） 新四军第 5 师
兼鄂豫皖湘赣军区第 2 军分区应随独立团
团长

邹凤山（1913—1945） 新四军第 5 师
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天京潜总队总队长

沈 标（1919—1945） 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东江纵队第 1支队猛豹大队大队长

张智法（1907—1945） 八路军冀南军
区第 3军分区 26团团长

陈 焕（1911—1945） 新四军第 5 师
兼鄂豫皖湘赣军区京安指挥部指挥长

武克鲁（1921—1945） 祁县抗日民主
政府县长

罗化民（1905—1945） 新四军第 5 师
兼鄂豫皖湘赣军区第 5 军分区天京潜游击大
队参谋长

周 斌（1913—1945） 印度尼西亚抗
日反法西斯同盟主席

郑维发（1905—1945） 新四军第 2 师
兼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六合县总队副总队长

高永祥（1912—1945） 八路军晋绥军
区第 2军分区副司令员

郭光裕（1923—1945） 中共泗阳县委
书记

黄 闻（1916—1945） 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东江纵队第 7 支队政治处负责人兼中
共惠东县委副书记

萧 刚（1919—1945） 新四军第 5 师
兼鄂豫皖湘赣军区第 4军分区 40团团长

萧俊岭（1897—1945） 国民革命军陆
军暂编第 1师参谋长

曹向经（1900—1945） 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资兴游击区副总指挥

赖 勤（1906—1945） 八路军冀南军
区供给部政治委员

裴香斋（1907—1945） 八路军冀鲁豫
军区第 3军分区路南支队司令员

嘎 丽 娜·瓦 西 里 耶 夫 娜·杜 别 耶 娃
（1928—1945 女） 苏联远东红军第 88 步
兵独立旅特别军使

薛惠民（1917—1945） 新四军苏中军
区第 6军分区副司令员

抗联十二烈士（1938） 东北抗日联军
第 5军 3师 8团 1连

华灵庙二十四勇士（1940） 国民革命
军陆军暂编第 37师 3团 8连

苏村阻击战 126烈士（1941） 八路军第
115师教导 3旅特务 3营

渊子崖抗日楷模村村民（1941） 山东
省莒南县渊子崖村

抗日外交九烈士 （1942） 国民政府
驻 菲 律 宾 马 尼 拉 和 北 婆 罗 洲 山 打 根 外 交
使节

英雄“岱崮连”（1943） 八路军鲁中军
区第 2军分区 11团 8连

血战大鱼山岛四十二烈士（1944） 新
四军浙东纵队海防大队 1中队

在 8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第五场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
部长窦玉沛等介绍了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遗址和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
名录、走访慰问抗战老战士以及日本侵华
罪证史料收集等方面情况。

100 处
入列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

设施、遗址名录

国务院 24 日公布了第二批 100 处国
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民政部公布
了第二批 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
名录。窦玉沛介绍说，第二批国家级抗战
纪念设施、遗址名录，遴选的是纪念抗日战
争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战役战斗或
为抗战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人物的设施和
遗址。第二批的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遴选标准与第一批相同，遴选的是抗战事
迹突出、牺牲情节壮烈、社会影响力较大的
英烈和群体，涵盖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各个方面。他表示，第二批名录经过认真

论证具有重要意义。
窦玉沛同时表示，此次公布的第二批

名录，虽是按照官方档案和相关史料，并经
专家研究论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确定
的。但由于时间久远，加上战争原因，许多
抗日英烈的原始资料和事迹没有得到完整
保存和记载，名录中也有可能存在个别英
烈的出生时间、部队番号等信息与有关资
料记载不一致的情况。希望社会各界人
士，提供更多帮助和支持。

100 多亿元
用于保护散葬烈士墓和零散

烈士纪念设施

窦玉沛说，近几年，民政部对散葬的
烈士墓和零散的纪念设施加大了保护力
度。中央财政投入了 68 亿元，加上地方
财政的投入，超过 100 亿元。到目前为
止，对 83 万座散葬烈士墓和 13700 多处
零散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了抢救性保护。

关于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保护的问
题，窦玉沛表示，党中央、国务院一向高
度重视这项工作，加大保护力度、加大资
金投入。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主要采取了
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是对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和遗址已经纳入到中央财政专项转
移支付支持范围的，按照现行渠道继续给

予支持；没有纳入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
持范围的，近期中央财政将拨出专项经费
予以支持。对于国家公布的，包括第一
批、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和遗址，
国家有关部门也将逐步纳入到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的支持范围，安排中央预算内专项
资金予以支持。二是没有列入国家级的抗
战纪念设施和遗址的，采取分级保护的原
则，由省、市和县进行保护。三是近年来
对境外的纪念设施和遗址加大投入。

5 万多人
提高抗战老兵抚恤优待和补

助标准

窦玉沛透露，民政部将在 10 月 1 日再
次提高各类优抚对象的抚恤优待和补助标
准，在这次提标中将重点向参加过抗战的
老战士倾斜。

据统计，民政部门直接服务保障的抗战
老战士有 5万多人，另有参加过抗战回乡务
农的国民党老兵约6000人。对他们的走访
慰问，民政部联合财政、卫生计生部门采取
重点走访和指导地方普遍慰问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同时，还要求各地深入了解抗战老
战士的生活状况，对享受补助后生活仍有困
难的，依据相应政策及时给予救助，结合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为抗战老战士提

供便捷、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等。
近年来，国民党抗战老兵的生活境遇

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窦玉沛表示，民
政部会同相关部门积极采取多项措施保障
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合法利益：要求各地在
组织纪念抗战胜利活动时，以及在春节等
重要节日活动中邀请他们参加。将国民党
抗战老兵分别按条件纳入相关保障范围，
保障标准参照在乡的抗战时期的老复员军
人的定补标准执行，对需要养老服务、进住
敬老院福利院的要优先安排。对于国民党
老兵包括将领，在对日作战中牺牲后的墓
地和纪念设施纳入到保护和管理的范围。
民政部还积极引导、动员社会组织开展各
种关爱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活动。

3500 多名
战争直接受害者、经历者资料

搜集取得进展

在日本侵华罪证史料收集工作方面，
民政部优抚安置局副局长马飞雄在会上表
示，目前已经找到“细菌战”的受害者、重大
惨案的经历者，日军轰炸的经历者、慰安
妇，还有抗战老战士、老烈属等 3500 多名
直接受害者、经历者，并遴选 800 多名这类
人员的有关资料。马飞雄表示，此次收集
整理的重要资料将永久性保存。

国新办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第二批名录经过认真论证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
电 （记者史竞男） 为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首部全景
展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历
史地位及其贡献的 8 集大型纪
录片《东方主战场》，日前已制
作完成，8 月 25 日起将在中央
电视台综合频道、科教频道等
9个频道播出。

《东方主战场》共 8 集，分
别是《东方危急》《共赴国难》

《浴血坚持》《艰苦卓绝》《同盟
抗敌》《民族血脉》《大地坚韧》
和《正义必胜》。由中宣部、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指导，
中央电视台、军事科学院联合
摄制，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陕
西广播电视台协助摄制。

据了解，该片的学术文本
由军事科学院组织专家撰写，
前后历时两年，党史、军事学、
历史学等多方面权威专家参
与。在历史观点正确、史实准
确无误的基础上，撰写电视脚
本。与此同时，7个摄制组奔赴
全国22个省区市，采访抗战老兵等见证者100余人，
抗战遗址、遗迹 187 处，总行程近 2.5 万公里。同时，
摄制组在俄、日、美、英采访了数十位权威专家。

作为历史题材纪录片，真实全面且鲜为人见的
独家影像资料的拥有与艺术呈现至关重要。为此，
剧组与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新
影集团等单位建立联系，搜集了 130 余部相关纪录
片及美、俄、日等国家关于二战的影像和图片资料，
为艺术表达与呈现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

大型纪录片

《东方主战场

》今起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