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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成烈士，您老家来人了！
两个侄子从盐城来淮，寻找二叔当年安葬地，想带亲属一起来祭扫
“
马志成（又名马兆阳），男，新四军某
连连长，1925年4月出生在楼西镇 （今盐
城市盐都区楼王镇），1944年7月参加新
四军，1947年参加了高邮战役，当年在战
斗中受重伤不治牺牲，葬于淮城乡下。 ”
盐城市盐都区楼王镇的《楼王志》记载着
马志成的生平， 但对烈士的安葬之地却
十分含糊。 如今，烈士的两位侄子正在寻
找二叔马志成的烈士墓， 好带着所有亲
属一起去祭扫。 如果您了解马志成烈士
墓的信息，请与晚报记者联系。

一家店前有个污泥堆

●22岁新四军连长在淮光荣牺牲
昨日，《盐城晚报》同仁联系了
记者，希望能一起帮助盐都楼王朝
阳居委会的马丰余、马丰延两兄弟
寻找他们的二叔马兆阳烈士的墓
地。
据了解，1925年， 马兆阳出生
在原盐城县楼西镇(现盐都楼王)一
个农村家庭，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
二。他的大哥马兆普，就是马丰余和
马丰延的父亲。 1944年7月，马兆阳
加入新四军，在浴血奋战中，成长为

某部连长。
“二叔在部队里， 曾经把自己
的名字马兆阳改成为马志成。 二叔
打了哪些仗，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
小时候父亲一说起二叔，便骄傲得
满面红光。 ”马丰余说。
据《楼王志》记载，马志成曾参
加高邮战役等多场战斗。
1947年，马家突然接到部队通
知，说马兆阳在战斗中受重伤，从宝
应转到淮安一带的后方
“
医疗队”治

疗。
那时，从盐城到淮安的唯一的
交通工具是船，速度很慢。“
等父亲
和祖母赶到部队时， 二叔因为缺少
药物治疗，得了破伤风，已经光荣牺
牲了。 那一年，二叔才22岁，没结过
婚。 ”马丰余说，如今已82岁的小叔
告诉他们，由于当时正值酷暑季节，
加上路途遥远， 遗体没法完好地运
回家乡， 部队就用棺材把马兆阳葬
在了淮安。

●俩侄儿来淮苦寻二叔的烈士墓
“二叔牺牲的事，在《楼王志》
上都有记载。 ”马丰余说，志书中显
示，马志成被安葬在淮城乡下。 而
在1988年出版的 《盐城英烈》(第三
辑)中，在马兆阳烈士生平中，写着
“
1926年2月生，1944年参加革命，党
员、连长，1947年在高邮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马兆阳
颁发了烈士证，“祖父母一直拿着
抚恤金直到离世。 ”马丰余说，后来

因为家中搬迁，烈士证也遗失了。
“我们又去盐都区民政局优抚
科查阅过资料， 也看到了有二叔的
记载，查到了烈士马兆阳的名字，但
始终不知道安葬在何地。 ”
2015年时，村里村民告诉马丰
余， 曾有外地人来寻找过马兆阳烈
士的亲属，但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
未能对接上。“
我们猜测是二叔安葬
地的工作人员来寻找的， 可惜当时

节前新车停酒店
4日13:30，高先生来电:4月30日
晚上八九点钟，我在深圳路东湖宾馆
酒店吃饭，将车停在了酒店门口的一
个停车位上。 因为五一假期带老婆孩
子去南京游玩，所以就没开走。 第二
天，酒店保安打来电话，说我的车影
响到其他客人停车， 让我把车开走。
我告诉他，人在外地，一回来就开走。
没想到今天中午过来开车，却发现车
子四个轮子全没气了，最可气的是气
门芯里面也被人破坏了， 就停了4天
时间，车气就没了，现在也不知道是

没有留下电话号码。 ”
“我们想， 如果二叔安葬在公
墓， 我们马家所有亲属可以去扫墓
纪念；如果仍是安葬在乡下，那我们
就想办法让烈士魂归故里。”马丰余
代表家族说出了心声。
请马志成（又名马兆阳）烈士墓
的知情者与记者联系， 电话：
13915113505。
■淮海晚报记者 刘权

在采访中， 酒店大堂经理表示，
对此他们并不知情，她说道：“五一期
间，我们酒店车位确实紧张，有的车
子只能停在马路对面， 但把车气放
掉，确实不是我们做的。 ”
随后，经过民警的协调，大堂经
理表示下午他们会找员工将高先生
的车气充好。 高先生也表示，如果气
充好了没有发生异常， 就不再追究，
但如果明显是被人扎掉或还无法使
用，会再联系民警，调取相关监控，追
究相关责任。

涟水县公安局成集派出所迁建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成集派出所迁建项目位于涟水县成集镇朱 gov.cn；3、批准的建设用地现场公示。 如果对方
庄村涟麻路北侧、淮高路东侧，由涟水县公安局 案有不同意见，请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前以书面
建设，规划设计方案由南京工业大学建筑设计院 形式反馈至涟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有限公司规划设计。
联系电话：0517-82380133（张瀚枢）
该地块用地性质为行政办公用地，用地面积
0517-82380158（陈敏）
为 6312.318 平方米， 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2277.2
涟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平方米，全部计入容积率面积，容积率为 0.36，建
2017 年 5 月 5 日
筑密度为 14.51%，绿地率为 25.6%，机动
车位 40 辆，非机动车位 66 辆。 现对该方
案进行批前公示（详见公示附图），公示时
间为 2017 年 5 月 5 日至 2017 年 5 月 18
日。
公示载体为：1、媒体公示；2、涟水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 http://zjj.lianshui.

一根电线挡了俩车位
4日8:20， 刘先生来
电：大同路和翔宇大道交
叉路口 东 边 有 一 个 停 车
场，最里面有两个车位是
空着的，可在车位的进出
口却被人拉了一根电线，
明明有两个车位，可却没
法停。
18605171110 热 线
王磊：记者在该停车场看
到，东边里侧确实有两个空车位，门口却拉了一根粗电线，两头分别系
在两边的树上，其他车位基本都停满了，就这两个车位一直空着。 刘先
生表示，希望拉电线的人，能尽快将电线移除，如果是有其他用途，或
专用车位也请告知。

一路灯杆满是小广告

节后轮子全瘪了

被人放掉，还是被人扎掉的，酒店也
不提供监控，实在是生气。
18605171110热线王磊： 记者
赶到现场时， 派出所民警正在进行
协调，酒店一名大堂经理也在现场，
高先生比较激动。 记者看到，他的车
子停在酒店门口停车位上， 四个轮
子已经全瘪了， 高先生随后拔开一
个气门芯，里面的气针也掉了出来，
“你看， 这个明显是人为破坏的，就
算充好气，谁敢开？ 出事了怎么办？ ”
高先生气愤地说道。

4日上午10点左右，市
民陈先生在
“城事报料”群
反映： 在清江浦区前进东
路一家汽车美容店门前，
工作人员将 店 里 下 水 道
清理出来的 污 泥 随 意 倒
在路边，一名环卫女工发
现后要求对方自行处理，
遭到拒绝。
淮海晚报记者李传芝： 记者在现场看到， 污泥堆在道板砖上和路
边，四周污水渗出，还散发出一股臭味。 站在旁边的环卫工人杨大姐告
诉记者，这些污泥就是正对着的这家美容店倾倒的，她发现时，对方还
没倒完，她上前制止遭到拒绝。汽车美容店女老板称，美容店是新租的，
他们进行大扫除时从下水道里清理出来这些淤泥， 自己不知道不能往
路边倒污泥，便倒在了路边。 女老板经劝说，同意自己找车子清运。
记者了解到，昨日中午12点多，污泥堆已被清理干净。

4 日 9:30, 赵 先 生 来
电：融侨华府南门口的支
四路上， 路北侧一共13根
路灯杆，每个杆上都贴满
了小广告。 不但我们市民
看着别扭，也影响市容市
貌，应该好好清理一下。
18605171110 热 线
王磊：记者在支四路上看
到，几乎每个路灯杆全都
被贴满小广告，大小不一，五颜六色，多的被贴了十几张，基本上全都是
信用贷款的小广告，有的小广告贴了有2米高。
随后记者联系了城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派人进行清理。

涟水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及县局办案中心规划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及县局办案中心位于涟 的建设用地现场公示。 如果对方案有不同意见，
水县炎黄大道南侧、旺一路东侧，由涟水县公安 请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前以书面形式反馈至涟
局建设，规划设计方案由南京工业大学建筑设计 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院有限公司规划设计。
联系电话：0517-82380133（张瀚枢）
该地块用地性质为行政办公用地，用地面积
0517-82380158（陈敏）
为 6889.2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5549 平方
涟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米，全部计入容积率面积，容积率为 0.81，建筑密
2017 年 5 月 5 日
度为 28.4%，绿地率为 26.6%，机动车位 30 辆，非
机动车位 70 辆。 现对该方案进行批前公示（详见
公示附图）， 公示 时 间 为 2017 年 5 月 5 日 至
2017 年 5 月 18 日。
公示载体为：1、媒体公示；2、涟水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网站 http://zjj.lianshui.gov.cn；3、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