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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冬天的一个清晨袁辽
宁省锦州市解放锦州烈士陵园
里迎来一群特别的访客遥 他们大
多来自贵州农村袁来祭拜去世多
年的亲人遥

野大外公是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牺牲的袁在一份名单里看到他
的名字袁才赶了过来遥 冶烈士亲属
手捧鲜花说遥

这份名单袁出自辽宁鞍山市
台安县的一位志愿者要要要辽宁
省鞍山市台安县博物馆退休馆
员杨宁遥

60 岁的杨宁头发花白袁身材
精瘦袁默默用手机记录着烈士亲
属前来祭拜的一幕幕画面遥 十几
年来袁杨宁见证了无数个这样的
时刻袁他的足迹遍布 8 个省份大
大小小烈士陵园 200 余处尧村屯
184 个袁 为 400 余位在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找到了亲属遥

一封来信要要要确认 109 位
烈士名字

2020 年 3 月袁贵州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收到一封寻亲信和一
本小册子袁册子上记录有抗美援
朝烈士名字尧籍贯等信息遥

这些信息袁杨宁收集整理了
5 年遥

6 年前袁 杨宁听说陵园还安
葬着很多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袁
墓碑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侵蚀袁有
些已经字迹模糊遥 杨宁一块一块
查看后袁发现贵州籍的烈士十分
集中遥

野我把墓碑上的名字和籍贯
一一记录下来袁再找来陵园的原
始记录核对遥 很多原始记录可能
是战士在弥留之际的口述袁有的

还混杂着方言袁导致记录下的文
字不准确袁需要反复推敲遥 冶

接到杨宁的来信后袁贵州有
关部门和专家迅速行动起来袁查
阅文献尧调查走访袁花了几个月
的时间最终确认了 109 位烈士
的名字袁 找到了 20 位烈士的家
属遥

野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中找到
这么多烈士的家属袁要感谢杨宁
这样的志愿者遥 冶贵州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工作人员说遥

一份坚持要要要走访几百次
烈士陵园

杨宁退休前在博物馆工作袁
在一次文物普查中袁他听说许多
烈士的陵墓几十年来鲜有人来
祭扫遥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遥烈士
为国家抛洒热血袁长眠他乡亲人
却不知晓遥 冶杨宁说袁从那时起袁
他萌生了帮烈士寻亲的想法遥

靠着一辆自行车袁杨宁遍访
辽宁省内烈士陵园遥 野200 公里
以内袁我都骑车前往遥 冶杨宁说袁
有的烈士陵园不通车袁只能靠骑
行袁沿途还可以走访附近的烈士
陵园遥 路途超过 200 公里的袁他
才坐长途客车遥

寻访往往一去数日袁 交通
费尧住宿费都要自理遥 十几年来袁
杨宁去过 200 余座烈士陵园袁最
远曾到过广西袁为 400 余位烈士
找到了亲属遥 仅沈阳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袁他就去了不下 200 次遥

当问及这些年的花销时袁杨
宁摆摆手说袁为烈士寻亲袁不提
钱遥

杨宁把在博物馆工作的经
验运用到为烈士寻亲中袁从各地
县志以及相关资料中找寻线索袁

再将烈士信息一一编号袁逐一核
对遥

野一边是烈士的孤独袁 一边
是烈属苦苦的思念袁如果能够准
确地将烈士的安葬地告知亲属袁
也是对他们莫大的安慰遥 冶十几
年来袁 凭借着这份责任和韧劲袁
杨宁一路前行遥

一种情谊要要要陪同烈属一
起祭奠

杨宁有一个老旧的黑色公
文包袁随身不离袁里面装满了照
片和纸质文档遥

照片有 1000 多张袁 都是杨
宁拍摄的烈士墓和烈属遥 每一张
照片袁 杨宁都能讲出一串故事袁
准确地叫出照片上烈属的名字遥
几摞纸质文档袁 按陵园分类袁打
印着烈士的详细信息遥

野每一位烈士和烈属袁都像
是我的亲人遥 冶每一次找到烈士
家属袁杨宁都要陪同他们前往烈
士陵园祭拜遥

在烈士胡明许的墓前袁侄子
胡炳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叶告叔
信曳袁 向他报告家中的情况院野儿
辈兄弟姐妹 14 人袁 孙辈 15 人袁
重孙辈胡姓 5 人渊义务兵一人冤袁
全家都身体健康袁 一切均顺袁放
心吧浴 冶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袁杨
宁也会跟着感动不已遥

在各地寻访时袁 常有人问
起袁野大老远跑来袁你是烈士什么
人啊钥 冶杨宁回答说是亲人遥 野起
初是为了方便袁久而久之袁就真
把 自 己
当 成 了
他 们 的
亲人遥 冶
陈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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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林宝飞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 证号院
36078119971029583531袁特此声明遥

绎罗名昌持有的林权证遗失袁 林权证
号为瑞金市林证字 渊2007冤 第 030512029
号袁声明作废遥

绎赖青生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 证号院
36210219740410587444袁特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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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通过创新理论宣讲形式尧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袁引导各级好人加入文明实践袁大力弘扬好人
文化袁打造野美美江城冶文明实践品牌遥

好人文化融入理论宣讲遥 创新理论宣讲形式袁组织
区文联尧区文化艺术中心等单位的作家尧编剧根据野中
国好人冶杨立新尧刘磊等人的典型事迹袁创作野同里宣
卷冶野中篇评弹冶和野情景剧冶等接地气尧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艺作品袁深入基层演出袁在全社会营造学好人尧做好
人尧敬好人的浓厚氛围遥 将身边好人的先进事迹通过道
德讲堂野百姓名嘴冶宣讲的形式袁深入到文明单位尧社
区尧企业尧农村等地袁推进理论宣讲大众化遥2020 年开展
道德讲堂宣讲 900 多场袁 身边好人的道德滋养像最美
蒲公英种子一样播散在全区各个角落遥

好人文化融入志愿服务遥 鼓励各级好人组建志愿
团队袁坚持用身边典型引领社会风尚遥 野苏州好人冶周根
宏成立野苏州市吴江区水上救生协会冶袁在疫情期间袁主
动请缨尧迅速集结活跃在吴江区各个高速卡口袁24 小时
无缝交替值守袁为过往人员测量体温袁筛查发现发热病
人袁被评为江苏省疫情防控优秀志愿者遥 野苏州好人冶沈
雪华组建了 野苏州市吴江区面包树社工服务中心冶袁目
前已招募固定志愿者近 100 人袁 长期在吴江和贫困山
区开展公益助学活动遥 目前全区有 10 多支志愿者团队
由各级好人牵头成立袁进一步发挥了好人的扩散作用尧
示范作用袁引发广大群众加入志愿者队伍袁参与志愿服
务活动的热潮遥

好人文化融入文明实践遥 疫情期间袁给孩子们讲故
事的中国好人野安娜妈咪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袁定
期发布志愿活动袁 通过线上招募的方式袁 召集大小朋
友袁免费给他们线下教学讲课袁打造了野安娜妈咪冶新时
代文明实践公益品牌遥 吴江区充分发扬本地民营企业
家社会责任感与担当袁整合多方资源袁成立区镇村三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基金袁在精神礼遇尧经济激励和政策扶
持等方面对道德模范进行褒奖遥 以各级好人为主题袁组
织区诗词协会对野好人冶进行诗词咏赞袁编辑出版叶吴江
好人曳叶吴江当代乡贤曳等书籍袁发放到全区 1 个文明实
践 中 心 尧11
个文明实践
所尧289 个文
明 实 践 站 遥

姚丽濛

重庆南岸院
“江南姐妹”巾帼志愿者融入节日风景线

新春佳节期间袁重庆市南岸区妇联充分发挥野江南
姐妹冶巾帼志愿服务队伍力量袁以政策宣讲尧文明实践尧
关爱服务为主要内容袁分别在上新街索道尧龙门浩老街尧
弹子石老街尧黄桷垭老街等人群聚集地袁开展野文明旅游
从我做起冶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袁为广大游客提供旅游
信息宣传尧文明出行指引等文明旅游志愿服务遥 孙海平

安徽亳州院
开展“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系列活动

为让广大市民群众过一个文明和谐尧 平安吉祥的
牛年春节袁连日来袁安徽省亳州市各级文明单位开展丰
富多彩的野我们的节日窑春节冶主题系列活动袁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袁营造欢乐尧祥和尧喜庆的新年氛围袁传递
关爱和温暖遥 李飞

春节期间袁湖北各地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袁开展了春运保障尧疫情防控尧关爱空
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尧写春联送春联等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袁让大家在湖北
过一个平安尧舒心的新年遥 图为竹山县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春运野暖冬行动冶遥 李欢摄

杨宁院

为 400 多位烈士找到亲人

“三个融入”弘扬好人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