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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房地产

●老房改造四合院18637123478

出租仓库厂院

中牟厂房出租
电话：18637152622

房地产中介

●箱式彩板房租售18637123478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寻人启事

●郭鑫,男19岁身高

1.7米左右、长脸，

脸上有青春痘，于

2019年10月27日下

午返校后走失，身

穿黑色呢子风衣，蓝色牛仔

裤，白色休闲鞋.如有知其下

落或劝回者定重谢。望本人见

报后及时与家人联系,周树英

18272676329、15090598623

声明

●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名称刘运峰合同编号096070
的保证金收据（编号是00631
14、0070456）金额14520元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联发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原公章、财务章丢

失，声明作废。

●任波丢失正商置业开具的维

修基金收据票号：1304397
声明作废。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开户许可

证丢失，核准号Z4910000063
201，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

支行，账号170202062920008
5589声明作废。

●本人不慎遗失河南亚新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开封分公司装

修押金收据一张,票据号:60
12258,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新郑市文昌塑料商行营业执

照副本92410184MA44UU
126Y遗失，声明作废。

●张爱霞名下车辆豫G27509承
保的华安保险公司商业保险

单（保险单证号：28007923
10）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发达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不慎丢失公章,小码为41
01080032412,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韬博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

●出生证编号N410567927，姓
名：王雅琦，出生日期为：20
13年3月21号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作废。

●郑州忠厚商贸有限公司（法

人：李忠厚）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571
040217E）（注册号：41010500
0173991）正、副本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本人李红遗失与郑州市长城

房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的长城阳光新干线9号楼6层
606号房屋交付收据，票号0
008866，特此声明。

●巩义市竹林红兴维修服务部

财务专用章丢失编号41018
10024214声明作废。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不慎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534947
37591，声明作废。

●洛阳隆隆隆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303MA40M
RY8XW)公章,法人章(法人:张
四中)财务专用章,开户许可证

(核对号 J4930012364001账号

67010011900000168开户行

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红山支行)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进鑫商行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4290
0119860903481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韩海江遗失由河南

正商铭筑置业有限公司(珑湖

上境)2018年1月24日开具的

不动产登记费收据(票号:403
9964,金额:捌拾元整)、维修

基金收据(票号:4039965,金
额:玖仟叁佰贰拾肆元整)、房
款收据(票号:4039966金额:
壹佰捌拾贰万伍仟贰佰壹拾

叁元整)、装修款收据(无票号,
金额:肆拾肆万捌仟玖佰壹拾

元整)声明作废。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缴

款通知书遗失，编号0115731，
特此声明。

●房屋他项权利人贾俊亮，房

屋所有权人宋蕾，身份证号

410703197805040524，不慎

将他项权证等注销全部资料

丢失，他项权证号为1503056
150，特此声明。

●徐晋浩遗失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校三方协议，学号1420
01115，声明作废。

●郑州三联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原公章,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权利人买俊有因保管不善将

位于郑东新区CBD商务外环

路9号18层1805号的他项权

证遗失，他项权证号:1403
003674，特此声明。

●编号为Q410971791，姓名为

周昱宸，出生日期为2017年3
月2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本人王华龙，身份证号4101
02198804010011，系河南建

筑职业技术学院2007级造价

2班统招生，毕业证书（证书

编号：141811201006144170）
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给烈士立碑 为烈士寻亲
义务守护烈士墓70多年的信阳老人向各方求助，希望实现两个愿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姜烽烜 文图

“老人眼神不太好，还是很认真地将自己拟的碑
文抄在纸上，希望能让马積明烈士的事迹流传下去，
被后人记住。”昨日，正在帮助余信炎老人整理烈士
碑文的信阳市商城县冯店乡村干部曹理炎告诉记
者。70多年来，余信炎老人义务守护烈士墓，在当
地被传为佳话。身体状况随年龄增长而每况愈下，
余信炎老人开始向各方求助，实现他最后的两个愿
望：为烈士立碑和寻找到烈士在四川的亲属。

从七龄童到耄耋老人
守护烈士墓大半生

商城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该县的冯店乡，紧挨着将军县新
县和湖北麻城县。历史上，冯店
乡就是商城县至武汉的重要通
道。1947年的一天，余信炎出
生的小山村杨摆埂村来了一群
当兵的，“大人们都说那是‘刘邓
大军’。”出生于1941年的余信
炎当年只有7岁（虚岁），对于大
人们所说的刘邓大军，记忆犹
新。

年幼的余信炎的记忆里从
来没有吃饱过饭。刘邓大军到
来之后，部队驻扎在余信炎家附
近整顿。年幼的余信炎好奇心
强，经常靠近军队营地，观察这
群操着南北口音的人。有一天，
他正在观察时，一个军人向他招
手，喊他“小鬼，过来啊。”年幼的
余信炎壮着胆子走上前去。这
名军人摸了摸他的头，转身从灶
里舀起一碗饭，“来，吃”。“他就
叫马積明，是部队负责后勤的司
务长。那段时间我天天跟在他
身后，因为跟着他总能吃到在那
个年代普通农民难以吃到的‘美
食’，有时是一块猪血、有时是一
块肝或者下水。”余信炎回忆。

部队在村子附近驻扎不久，
突然有一天，官兵们全副武装转
移到山上，一阵阵枪炮过后，反
动派残余“小炮队”四处逃窜。
此时，马積明与另一位战友外出
买粮食正往回赶，半路上，遭遇
了溃败的“小炮队”，马積明腿部
中枪，他将物品、银元悉数交给
战友。战友走后不久，马積明面
对“小炮队”毫不屈服，被残忍杀

害。之后，赶去增援的战友含泪
带回了马積明的遗体。当地开
明绅士汤三爷主动将为自己准
备的棺材贡献出来，马積明烈士
就被安葬到村子附近。

余信炎回忆，当时农村葬棺
需用石灰做隔断，可以让棺木不
易腐烂，但那会儿没那个条件。
60年代中期，墓内棺木腐烂，一
位民兵营长组织人手重新装殓，
移坟至村东南部。

移坟期间，墓碑上的碑文丢
了。幸好，早在掩埋遗体那天，
余信炎透过泪水打湿的双眼，已
将木质简易墓碑上的字深深刻
在脑海里，并记在了自己的小本
本上。翻开余信炎保留至今的
小本本，上面写着：四川省彭县
红岩乡第七自然村马積明烈士
之墓。

余信炎告诉记者，按照商城
县当地的习俗，他每年都去烈士
墓，清明扫墓、元宵节送灯，有时
候没什么事也会去看看。在余
信炎的带动下，当地村民们也都
把马積明当成了自己的祖辈，祭
祀逢年过节不落。

为烈士立碑、寻亲
老人余生还有两个愿望

“一直想用我的养老金为他
重新刻座碑。可烈士出生哪一
年，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亲人，我
都不了解。四川省彭县红岩乡，
现在可能位于成都市彭州市红
岩镇，我让孙子在当地查过，也
没有结果。”余信炎说。

“当前余信炎老人一直在筹
划，为马積明烈士立碑，预计年
前完成。”商城县冯店乡村干部

曹理炎告诉记者，前段时间，老
人的孩子回家，老人同他讲了烈
士立碑的事，孩子很支持，所以，
他便又积极筹划立碑的事了。
最近，老人苦思冥想，将他认为
最为真切的语言，拟成碑文，让
曹理炎抄写在纸上，再继续“打
磨”。

今年以来，余信炎老人的身
体出现一些问题，有严重的气管
炎、糜烂性胃炎，让他多走几步
路就上气不接下气。

曹理炎介绍，老人家守护烈
士墓的事，从没对外人说过，他
一直都在委托家人私下寻访马
積明烈士在四川的亲属。“一直
到今年春天，老人家感觉身体不
行了，赶上我去走亲戚，他就委
托我一定要帮忙想想办法。”曹
理炎说，他就将老人守护烈士墓
的事迹写下来发布到网上，希望
更多的人参与寻访马積明烈士
的亲属。

余信炎老人说，他收看中央
电视台的《等着我》节目后，曾试
图联系节目组，通过他们帮忙寻
访，但一直没联系上。

“老人心愿未了，还是遗憾
颇多，经常打电话让我去家里，
商议如何进一步寻找烈士家属，
甚至想要自己掏钱请人前往烈
士家乡一趟，几经考虑，老人身
体确实已难以支撑，我便劝说他
放弃想法，老人每次见我总是无
奈又心酸地讲:这事要是办不
好，一辈子心里难受。”曹理炎
说，目前，当地的有关部门，也设
法联系马積明烈士故乡四川彭
州方面，但是目前仍没有发现有
价值的线索。

余信炎老人没事总爱去马積明烈士墓前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