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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烈士后人与内蒙古革命烈士陵园取得联系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3月19日，本报携手今
日头条，发起寻找烈士后人
活动，目前已有3位烈士后
人与本报记者取得联系，清
明节当天郭北宸烈士的侄
孙郭存旺从山西老家赶来，
代表郭家后人祭拜先烈。崔
岩烈士的侄子崔志增说，崔
家后人终于知道了崔岩烈
士骨灰安放的确切地点，希
望能将烈士的骨灰迁回故
乡，而程仲一烈士的儿媳则
一直在收集烈士的相关资
料，希望完成爱人的遗愿，
为未曾谋面的父亲出一本
画册。

后人第一次祭拜郭北宸

4月5日，郭北宸烈士的
侄孙郭存旺从山西省大同
市新荣区郭家窑乡助马堡
村，来到内蒙古革命烈士陵
园祭奠先烈。在烈士陵园的
纪念堂，郭存旺敬献了鲜
花，并鞠躬致敬。这次祭奠，
承载着山西老家郭家后人
多年的心愿。在烈士牺牲多
年后，郭家的后人终于找到
了安放他骨灰的地方。

郭存旺告诉记者，自己
的爷爷和郭北宸烈士是亲
兄弟，所以他叫郭北宸烈士
为二爷爷。郭家四代务农，只
有二爷爷靠读书走上革命
道路，因此他一直是家族的
骄傲。二爷爷成家后就离开
了家乡，而他被捕后二奶奶
辗转回到山西老家，并一直
在这里生活到老年。二爷爷
和二奶奶有个女儿，大学毕
业后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工作，在2009年左右去世。

二爷爷离开家乡那年，
正是父亲出生的时候，父亲
郭怀玉的名字还是二爷爷
给起的。父亲郭怀玉如今还
住在当年二爷爷及爷爷、太
爷爷共同居住的院子里。二
爷爷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
回来过，家人也从此没了他
的音讯。1953年，在二爷爷
牺牲11年后，家人才知道他
不在了，太爷爷曾去济南等
地寻找二爷爷安葬的地方，
一直没有找到，太爷爷也是
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了人世。

郭北宸，又名郭俊卿，
字墨园，1912年出生于助马
堡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40年8月，任中共后套特
委书记。12月中旬，他在赴
伊盟（现鄂尔多斯市）向上
级党组织汇报工作时，由于
叛徒告密被捕。1942年8月，
郭北宸被国民党特务秘密
押赴刑场，英勇就义。牺牲

时，年仅30岁。
内蒙古革命烈士陵园

主任于向东表示：“当年，郭
北宸在河套地区被敌特杀
害，遗体被就近埋葬。1953
年，郭北宸烈士的遗骨与绥
东、绥南、绥西、绥北66位革
命烈士的遗骨被统一迁葬
至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哈拉
沁烈士陵园，并于1960年立
碑。1980年，内蒙古革命烈
士陵园建设完工。同年，郭
北宸烈士的骨灰迁到内蒙
古革命烈士陵园的纪念堂
安放。”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听
说二爷爷安葬在内蒙古，父
亲曾带着妹妹来过一次内
蒙古，从那之后山西老家的
郭家后人再没有得到郭北
宸烈士的任何消息。直到今
年3月份，《北方新报》和今
日头条联合发起寻找烈士
后人的活动，郭存旺的侄子
在网上看到相关报道，并联
系了《北方新报》的记者，郭
家人便有了来呼和浩特祭
扫的想法。

郭存旺说，现在他保存
的二爷爷仅有的遗物就是
他曾经读过的两本书，一本
《中国革命史》和一本《三民
主义》。如今，山西老家还有
郭北宸烈士两个外甥和两
个侄子，都是80多岁了。村
里的老人不断去世，能讲述
郭北宸烈士故事的人差不
多都没有了。

郭存旺告诉记者，今后
每个清明节，他都会代表郭
家后人来给郭北宸烈士扫
墓，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
影响后辈们，记住烈士的事
迹，传播烈士的精神。郭存
旺还托记者收集郭北宸烈
士的相关资料，让后人更多
地了解烈士的生平。

希望伯伯叶落归根

“崔岩烈士跟我父亲是
叔伯兄弟，所以我应该叫他
伯伯。他参加革命之后离开
了河北南宫老家，就没有回
来过，从此家人也再没有他
的音讯。很多年前，我父亲
也多方打听过伯伯的消息，
却一直没有结果。有人说解
放后他在北京的部长楼住，
也有人说他去了台湾。直到
《北方新报》和今日头条发
起寻找烈士后人活动后，我
们才知道伯伯安葬的地
方。”3月24日，崔岩烈士的
侄子崔志增给记者打来电
话说。在看本报报道后，崔
志增第一时间联系到记者。

崔岩（又名崔碧天、崔
树堂）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
南宫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7年奔赴山西抗日
前线，投身于抗日事业，历
任中共静乐县委书记和中
共静乐中心县委、静乐地委
宣传部长等职。1940年7月，
崔岩奉命调到大青山抗日
游击根据地工作，1943年
初，崔岩任中共绥南地委书
记。4月8日，崔岩和归凉县
长原明等率县游击大队20
人在旭泥坝村开展工作时，
被国民党防共一师骑兵包
围，壮烈牺牲，时年30岁。

目前，崔志增一家仍生
活在崔岩烈士的家乡河北
省南宫市。崔志增说，他小
的时候曾经听说过伯伯有
个女儿叫征子，也来过南宫
老家，但是后来就断了联
系。听记者说征子已经去世
了，但还有个女儿在北京
时，崔志增希望能联系到这

位亲人。崔志增表示，多年
来崔家人一直在寻找崔岩
烈士的下落，希望能将崔岩
烈士的骨灰迁回家乡安葬。

通过南宫市当地的居
委会干部，4月初记者联系
到了崔岩烈士的外孙女程
海。程海告诉记者，姥爷牺
牲后，姥姥就带着妈妈去了
北京。妈妈原名徐征子，是
长征路上的孩子，后来为了
纪念生父，改名为崔岩。前
些年因病去世了。妈妈在病
中跟外界的联系渐少，就逐
渐失去了河北老家亲人的
消息。

妈妈去世后，程海经常
到内蒙古革命烈士陵园祭
拜姥爷，只是没有跟陵园方
面联系。去年十一期间，程
海还曾带儿子到呼和浩特
祭扫。程海希望今后孩子也
能记住太姥爷的故事，能经
常来看望他。听说《北方新
报》和今日头条的这次寻找

烈士后人的活动，还找到了
在河北老家的亲人，程海很
高兴。她表示会尽快与老家
的亲人们联系。

了解到崔志增的想法
后，程海告诉记者，对迁骨
灰的事情她没有意见。他还
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太
姥爷曾经和内蒙古自治区
民政厅提出过相同的想法，
而程海给记者提供的一封
1955年内蒙古自治区民政
厅给他的回信并没有支持
他的请求。程海说，如果能
将骨灰迁回，也是实现了太
姥爷生前的夙愿。程海希
望，安葬姥爷骨灰时，能将
妈妈的照片一起安葬，让他
们父女二人能永远相伴。清
明节的晚上，程海在自己的
朋友圈里写到“我想姥爷应
该也想回家了……”

想给父亲出本画册

“今年清明节我本打算
去内蒙古革命烈士陵园祭
奠父亲程仲一烈士，但是由
于家乡山西省太原市成成
中学邀请，做个爱国主义教
育的演讲，我需要准备，就
没能去成内蒙古……”4月5
日，修素娥在电话里告诉记
者。

修素娥是程仲一烈士
的儿媳，在3月19日本报与
今日头条联手发起寻找烈
士后人活动后，与记者取得
联系，随后记者通过电话和
微信，多次与修素娥进行沟
通。修素娥告诉记者，目前
她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主要
是在收集程仲一烈士的相
关资料，想给程仲一烈士出
本画册，这也是她爱人程继
业的遗愿。这本画册她还没
考虑过出版，只是想给家人
留作纪念，让孩子们知道先
辈的事迹，让烈士的精神永
存。

修素娥的爱人程继业
与父亲程仲一未曾谋面。
1943年3月29日，程继业在
山西出生时，程仲一正在大
青山抗日前线作战，那一年
程仲一本来回了一次老家，
有机会去看看妻儿，但是因
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并未
回家，于是父子俩一生中唯
一一次可能的见面也并未
实现，1944年2月，程仲一牺
牲在内蒙古凉城县。

程仲一1916年12月16
日出生，原名程重远，字必
达，是山西省五寨县梁家坪
村人。1943年，程仲一调任
绥南专署专员，带领武工队

经常活动在崞县窑子、三道
沟、公鸡咀一带，神出鬼没
地袭扰敌人，给敌人以沉重
打击，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
的斗志。1944年2月8日，程
仲一带领部分游击队员在
归凉县崞县夭附近的郭木
匠沟宿营时被敌人包围。次
日凌晨，因寡不敌众，与其
他几名同志一起壮烈牺牲，
年仅28岁。

1968年，从北京航空学
院毕业，即将分配到沈阳工
作时，程继业才知道自己的
身世。在养父的劝导下，程
继业将原名刘海龙改为程
继业。

1983年程继业出差来
呼和浩特市，特意去内蒙古
革命烈士陵园祭拜，这是他
与生父第一次相聚。2005
年，程继业和修素娥带着儿
子儿媳再次来到内蒙古，祭
拜程仲一烈士，还走访了烈
士战斗和牺牲的地方。

修素娥告诉记者，父亲
程仲一生前没有留下一张
照片，目前网上常见的照片
是程继业在父亲同年龄段
时的照片，在母亲的指导意
见下PS合成的，因此能够找
到父亲生前照片一直是程
继业和修素娥的心愿，程继
业还收集了很多关于生父
的资料，想给父亲出一本画
册。

程继业2016年去世，在
他去世后修素娥担负起画
册后续工作。如今，修素娥
儿子全家移民海外，修素娥
则要留在国内，继续完成没
有做完的工作，也代她的爱
人经常到烈士陵园祭扫程
仲一烈士。听说明年内蒙古
革命烈士陵园要建烈士墓，
安葬烈士骨灰，修素娥表示
到时候她一定会去参加。

目前，《北方新报》和今
日头条仍未找到后人的烈
士有：陈金龙，牺牲于1939
年，湖北省天门县人；王聚
德（1911~1941），陕西省清
涧县王家山人；王贤光
（1913~1941），湖北省沔阳
县人；陈一华（1911~1939）
原名陈凯，四川宣汉南华坝
村人；张云峰（1906~1945），
四川达县地区巴中人；刘洪
雄（1907~1940），原名刘典，
内蒙古土默特旗腾家营村
人。

如果您有这些革命烈
士后人相关线索，欢迎联
系头条寻人或北方新报
社：邮箱：xunren@toutiao.
com；电话：010-58341776、
0471-66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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