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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上接12版）
杨 威（1921—1941� �女） 中共

京安中心县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
杨 生（1906—1941） 湘赣鄂边

区游击挺进军总指挥部南浔挺进纵队
参谋长兼游击第2支队司令

杨常安（1911—1941） 新四军豫
鄂挺进纵队信应独立团团长

吴匡五（1915—1941） 陵县抗日
民主政府县长

辛俊卿（1911—1941） 八路军冀
鲁豫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宋 澄（1911—1941） 八路军山
东纵队司令部第5科科长

张 铎（1915—1941） 八路军山
东纵队第5旅政治部副主任

张忠喜（？ —1941） 东北抗日
联军第10军副军长兼参谋长

张裕生（1909—1941） 新四军豫
鄂挺进纵队信应总队总队长

张雅韵（1898—1941） 国民革命
军陆军第72军新编15师44团团长

陈 群（1910—1941） 八路军晋
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12团团长

陈钦文（1909—1941） 国民革命
军陆军第13军110师330团团长

陈新一（1916—1941） 新四军第
6师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警卫1团参谋
长

陈震寰（1895—1941） 新四军江
南抗日义勇军第2路副司令员

雨 晴（1918—1941） 八路军山
东纵队第5旅15团政治委员

郁永言（1907—1941） 大众日报
社通讯部部长

金崇印（1890—1941） 国民革命
军陆军第17军参谋长

周乐生（1914—1941） 新四军第
6师16旅47团政治处主任

周叔屏（1901—1941） 新四军第
5师安随应游击支队支队长

郑行郯（1912—1941） 新四军津
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六合独立团政治委员

赵 镈（1906—1941） 中共鲁南
区党委书记兼八路军鲁南军区政治委
员

赵伯华（1902—1941） 新四军第
6师18旅51团参谋长

胡 光（1917—1941） 中共榆
（次）太（谷）联合县委书记

段 生（1899—1941） 归凉县南
四区游击队队长

姚振山（？ —1941） 抗日义勇
军军长

夏瑞香（1901—1941） 中共冈西
县委书记

钱远镜（1919—1941） 中共鄂南
特委统战部部长兼中共咸宁县委书记

高凤英（1909—1941） 蒙古抗日
游击队队长

郭铁坚（1911—1941） 东北抗日
联军第3路军9支队参谋长

凌 云（1914—1941） 新四军江
北游击纵队政治部秘书科科长兼总务
科科长

黄 红（？ —1941） 国民革命
军陆军第37军95师284团团长

黄才胜（1917—1941） 新四军第
1师3旅7团团长

黄全德（1912—1941） 新四军第
5师鄂南独立5团政治委员

黄志强（1917—1941） 广东人民
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民运队长

黄重厚（1909—1941） “联抗”独
立支队支队长

曹克人（1912—1941） 国民革命
军陆军第99军99师295团1营营长

曹德辉（1913—1941） 新四军第
6师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警卫1团政治
委员

崔健吾（1913—1941� �女） 八路
军冀中军区卫生学校教员兼军医

梁希贤（1898—1941） 国民革命
军陆军第80军新编27师副师长

梁学岸（1909—1941） 五寨县抗
日民主政府县长兼游击大队大队长

蒋志英（1902—1941） 浙东沿海
台州守备指挥部指挥官

韩仁和（1913—1941） 东北抗日
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兼警卫旅
政治委员

韩朝新（1919—1941� �女） 冀中
区妇救会主任

焦守健（1912—1941） 中共献
（县）青（县）沧（县）交（河）中心县委书记

熊桐柏（1915—1941） 新四军第
5师14旅42团团长

德勒格尔（1904—1941） 第三国
际驻北平总联络员

于一心（1910—1942） 八路军胶
东军区西海军分区参谋长

于慎德（1907—1942） 中共庆云
县委书记

马功臣（1907—1942） 永（年）肥
（乡）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马玉堂（1909—1942） 新四军第
4师睢杞太独立团团长

王 锐（1913—1942） 八路军鲁
中军区第2军分区1团政治委员

王凤麟（1911—1942） 八路军山
东纵队第1旅1团副团长

王东明（1912—1942） 八路军总
部秘书处处长

王兴汉（1905—1942） 八路军第
129师司令部工兵主任

王卓云（1919—1942） 濮阳县抗
日民主政府县长

王炳三（1915—1942） 八路军第
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区政治部副
主任

王晋亭（1913—1942） 中共泰西
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石 光（1910—1942） 中共丰
（润）玉（田）宁（河）联合县委书记

史子谦（1900—1942） 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附属陆军中学副校长

冯旭臣（1888—1942） 益都县参
议长

刘 正（1914—1942） 八路军第
115师教导3旅7团团长

刘云彪（1914—1942） 八路军晋
察冀军区骑兵团团长

刘开绪（1905—1942） 八路军晋
察冀军区第11军分区9团团长

刘齐滨（1908—1942） 冀鲁豫边
区第5专署专员

杨希盛（1905—1942） 迁青平联
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刘治国（1915—1942） 新四军第
3师兼苏北军区7旅19团参谋长

刘诗松（1911—1942） 八路军第
129师新编7旅政治部主任

刘诚光（1915—1942） 八路军晋
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12团政治委员

刘德明（1910—1942） 八路军晋
西北军区第8军分区副司令员

孙承光（1906—1942） 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山东1分校2支校教育处
处长

齐南峰（1915—1942） 朝城县抗
日民主政府县长

许冠英（1913—1942） 八路军第
115师教导7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

李 力（1913—1942） 中共冀南
区党委委员兼武装部部长

李子英（1898—1942） 八路军第
115师鲁南支队7团团长

李侍曾（1898—1942） 八路军第
129师新编4旅11团团长

杨柳新（1911—1942） 八路军第
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区18团团长

杨静斋（1888—1942） 鲁西行政
公署委员

肖伟成（1906—1942） 八路军太
岳纵队供给部副部长

吴 涛（1914—1942） 八路军鲁
西军区泰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吴浪渡（1914—1942） 琼崖抗日
游击队独立总队第2支队1大队政治委员

吴紫阳（1898—1942） 房(山)涞
(水)涿(县)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余海清（1914—1942） 新四军津
浦路西联防司令部独立1团团长

邸玉栋（1911—1942） 中共冀鲁
边区第1地委组织部部长

汪乃荣（？ —1942） 八路军冀
中军区骑兵第2团政治委员

沈 爽（1896—1942） 丰滦密联
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沈 蔚（1916—1942） 新华社冀
中分社副社长

宋培文（1911—1942） 八路军晋
察冀军区炮兵营政治委员

迟健民（1908—1942） 八路军胶
东军区东海军校校长

张 浩（1897—1942） 中共中央
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

张庆澍（1895—1942） 国民革命
军陆军鲁苏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

张建亭（1913—1942） 中共冀鲁
豫第6地委组织部长

张峻峰（1912—1942） 八路军冀
南军区第5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张策平（1896—1942） 鲁南第3
行政公署主任

张寰旭（1911—1942） 八路军胶
东军区第16团政治委员

张衡宇（1907—1942） 中共中央
北方局政权工作部负责人

陈元龙（1912—1942） 八路军第
129师新编4旅政治部副主任

陈国权（1916—1942） 新四军第
1师3旅兼苏中军区第4军分区海启警
卫团政治委员

陈德仁（1914—1942） 八路军冀
中军区第6军分区兼警备1团政治委员

邵瑞麟（1913—1942） 空军第2
航空大队11中队中队长

林 江（1918—1942） 胶东青年
抗日先锋队总队部教导主任

罗伯特·桑德尔（？ —1942） 美
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队员

岳一峰（1907—1942） 晋冀豫边
区第1专区专员

周启邦（1918—1942） 新四军第
4师宿东游击支队政治委员

赵观民（1915—1942） 中共冀东
地委西部分委书记兼蓟宝三联合县委
书记

赵振亚（1912—1942） 八路军第
3纵队兼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23团团长

胡九春（1893—1942） 新四军第
6师苏南兵站站长

胡义宾（1906—1942） 国民革命
军陆军第5军96师副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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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