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一八事变过去 84 周年了，“九一八”已经演变成为一个
历史文化符号。我们对“九一八”的认识，经历了由感性到理
性，由浅表到深刻，由孤立到全面的过程。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九一八”的内涵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历
史过程的九一八事变，二是作为历史文化符号的“九
一八”概念。了解九一八事变，是认识“九一八”符号
的基础和前提。

梳理 84 年来对于“九一八”的认识变迁，可以将其概括为
“国难”、“国耻”和“抗战起点”的三位一体。

关于“国难”的定位主要基于日本侵华造成的巨大灾难和
中国人民深受其害的强烈情感。陈觉在 1932 年编著的《国难
痛史》中最早把“九一八”作为“国难”进行研究，“国难”的定位
基本确立。此后，以“国难”为主题的纪念活动持续在整个抗战
时期，遍及全国，声势浩大。

关于“国耻”的认识是在“国难”感性认识基础上痛定思痛
后的理性定位。“国难”是表象，“国耻”是本质，由“国难”到“国
耻”，是思想认识上的提升，是立足文化层面的深度概括。
1932 年 9 月 18 日，《世界日报》发表社评指出：“夫九一八事变，
吾国之奇耻大辱。”“国耻”的认识不断深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切
肤之痛。1995 年沈阳退休职工郝松青提议在每年 9 月 18 日鸣
响防空警报，提醒人们不忘国耻。由此，鸣警撞钟仪式至今未
曾间断。

“国难”和“国耻”都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很快形成的观
点。但“九一八”是“抗战起点”的认识则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
程。概括而言，这一观点是在全民族抗战理念的确立、新史料
的发现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等基础上逐渐形成的。2005
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指出：“1931 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
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序幕。”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权威界定“九一八”是 14
年抗战起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这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的“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具体体现。

比“国难”更痛的是“国耻”

九一八事变中暴露了中国积贫积弱背后的许多
弊端，政府不能保护子民、军队不能守卫疆土，民族尊
严遭到严重挑战，国格蒙羞。

一个国家经历自然和社会带来的灾难是难以避免的，但是
能够被认定为“国难”，一定是对民族构成重创的事件。九一八
事变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史无前例，“九一八”成为“国难”的代名
词。

九一八事变造成的伤害超过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列强的侵
华战争，军事战略专家阎宝航称日本“为祸之惨，旷古未有”。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
浪！流浪！”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国难当头的悲凉。日军在
中国的罪孽罄竹难书，七宗大罪均以九一八事变为重要起点：
大屠杀、经济掠夺、殖民统治、奴化教育、细菌实验、强征慰安
妇、种植和制造毒品，每一宗罪行都造成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
史。被日军细菌部队作为“活体实验”惨遭杀害的有 1.2 万人，
20万以上中国妇女被迫充当日军性奴隶。

九一八事变中暴露了中国积贫积弱背后的许多弊端，政府
不能保护子民、军队不能守卫疆土，民族尊严遭到严重挑战，国
格蒙羞。国人深切地感受到比“国难”更痛的是“国耻”。

“九一八”之夜，日军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而中国却以政
府的名义宣布“不抵抗”，这是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而进
犯之敌竟然是人口仅相当于中国 1/7，国土仅相当于中国 1/30
的弹丸小国，它利用早已占据的“满铁附属地”，以 1 比 20 的悬
殊兵力从中国腹地发起进攻，一夜占领沈阳、一天之内占领南
满铁路沿线 18 个城市，造成国土迅速沦陷，一个星期，日军侵
占辽吉两省；4 个月 18 天，东北沦陷。侵略步伐的神速连关东

军都觉得不可思议，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日记记载：“关东军从
18 日夜晚起，是疾风迅雷的，其行动整齐神速得就像几天前的
检阅演习一样！”驻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宗孝良在秘密报告
中说：“尚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努
力，行将陷于重围。”更贻笑国际社会的是，大敌当前之际，中国
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战争预案，反而坚持“内忧高于外患”、“攘外
必先安内”，任由日军在卧榻之侧逞凶，却“亲者痛、仇者快”地
频频“剿共”。更有甚者，是中央政府在思想上的畏敌如虎，蒋
介石曾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
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 3
天就亡国。”“士可杀不可辱”的民族气节踪影全无。更可悲的
是汉奸层出不穷，吉林军政长官熙洽开门迎敌，洮南镇守使张
海鹏临阵投敌，民族败类们敌我不分，令国家蒙羞，国格尽失。

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

“九一八”作为“抗战的起点”，开启了中华民族伟
大的抗战历程。

“九一八”带来了苦难和屈辱，但国耻和国难也唤起了中华
儿女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团结意
志、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持正义的奉献
精神。“九一八”之夜，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 620 团团长王铁汉
毅然违背不抵抗命令，打响了中国 14 年抗战的第一枪，从而也
开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日本《关东军纪念写真帖》中明确记载：九一八之役（九一
八事变）在北大营作战过程中，日军死伤 25 人，其中死 2 人，伤
23 人。日本发行的《靖国神社忠魂史》里也记载：北大营内，中
国守军虽然被不抵抗命令束缚了手脚，但并没有陷入完全被动
挨打的局面。北大营一战，有两名日本兵负伤死亡。这些日方
史料证明了东北军爱国官兵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进行了有效
抵抗。2011 年中国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明
确了“九一八”之夜北大营的抵抗是“九一八”抗战的先声。这

是我国对于抗战第一枪的权威解读。
“九一八”作为“抗战的起点”，还因为九一八事变开启了中

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历程。中共满洲省委、东北军爱国官兵、公
安警察、义勇军和东北抗联、知识分子等各阶层、各战线同仇敌
忾，共赴国难。“土匪御侮，百姓杀敌”，中华儿女众志成城，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传统美德再度呈现。经过不屈不挠
的六年局部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取得全
面抗战的胜利，从而摆脱近代以来一盘散沙、屡战屡败的命
运。这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战斗历程，是民族精神重塑的历
程。“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九一八”所引
爆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比近代以来历次抗争都更强烈、更
广泛。这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胜根本，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
动力源泉。

“九一八”抗战同时开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日
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其政策、步骤、范围、目标都是在企图灭亡
中国并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框架下进行的，它所图
谋的不是某些地区的局部利益，其根本目标是要建立“布国威
于四海”的“世界帝国”。日本是在向一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
发起冲击，撕裂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新一轮世界性战
争从此开始，中国人民始于“九一八”之夜的抵抗实际上开启
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从 1931 年到 1945 年，共有
84 个国家约 20 亿人口被卷入战争。中国人民抗战构成了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不
可磨灭的贡献。

世界人民的“战争警示日”

“九一八”作为“国难”、“国耻”和“抗战的起点”，
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文化意义，不仅对中国有重
大影响，更有深远和广泛的国际影响，不仅是战争的
代名词，更是和平的警世钟。

战争虽然远去，但伤害还在，遗毒还在，危险还在。大

量事实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的毒瘤尚未根除，日本政要屡屡
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在钓鱼岛问题上兴风作
浪，尤其近期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行为都表明
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这都是新时期挑战国际秩序的危
险信号。

客观来讲，单纯追究和清算战争责任相对容易，而消除
战争的思想根源任务更为艰巨。如果不能够从思想根源清
除战争意识，真正的和平就是纸上谈兵，战争的灾难就难以
避免。所以团结一切正义力量，探求国际社会远离战争的
有效路径，是时代的重大使命，因为维护和平比赢得战争更
加任重道远。

九一八事变开启了中华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
新征程，民族精神重新凝聚。抗日英烈们“宁为义勇死，节
烈永芬芳”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彰显且传承至今，中华儿女
用奉献和牺牲凝结的“血肉筑长城”的抗战精神仍具现实意
义。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展示给世
界的不仅是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中国，还是取得了道德胜利
的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民族自强之路，是历史的不
二选择。

经过战后 70 年发展，中国的大国地位已经令世界瞩目，但
忧患意识不能丢，国难国耻不能忘，抗战精神须传承。昔人云：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具有永恒
的价值。

中国沈阳“九一八”鸣警撞钟活动自举办以来，已有 20
年了，它的影响在不断扩大。2014 年，不仅刘云山、刘奇葆
等国家领导人参加了仪式，全国还有 200 多个城市作出了响
应。但是，从客观上审视九一八事变的国际性，按照其承载
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九一八”鸣警撞钟仪式已到了
需要走向国际化的时候。中国应该着力于引领国际社会从
国际视角加强对“九一八”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推动把 9
月 18 日变成世界人民的“战争警示日”，以文化为纽带，团结
全人类在了解、认识历史的同时，以史为鉴，为维护世界和
平贡献力量！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研究室主任）

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大尖山子脚下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大尖山子脚下，，在宝石河上游的在宝石河上游的
河谷平原上河谷平原上，，一座小山兀然隆起一座小山兀然隆起。。山虽不高山虽不高，，却极为陡却极为陡
峭峭，，树木葱郁树木葱郁，，仿佛守护着群山大岭的哨兵仿佛守护着群山大岭的哨兵。。小山原名小山原名

““不孤山不孤山”，”，因有因有 1212 名抗联战士在此英勇抗击日伪军全部名抗联战士在此英勇抗击日伪军全部
殉身的壮举殉身的壮举，，而被当时抗联总部命名为而被当时抗联总部命名为““十二烈士山十二烈士山”。”。

19371937 年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对东北抗日联并对东北抗日联
军展开全面围剿军展开全面围剿。。19381938 年春年春，，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
艰苦阶段艰苦阶段，，抗联根据地的抗联根据地的““密营密营””经常被迫转移经常被迫转移。。

东北抗日联军五军三师八团一连连长李海峰东北抗日联军五军三师八团一连连长李海峰、、指导指导
员班路遗带领着员班路遗带领着 6060 余名战士余名战士，，驻守在通往抗联根据地的驻守在通往抗联根据地的
咽喉要道咽喉要道。。该连被称为该连被称为““神枪手队神枪手队”，”，个个都是百发百中个个都是百发百中
的头等射手的头等射手，，李海峰更是李海峰更是““射击手之王射击手之王”。”。他们不仅担负他们不仅担负
着保卫着保卫““密营密营””和守卫头道卡子的任务和守卫头道卡子的任务，，同时还要牵制进同时还要牵制进
山围剿的日伪军山围剿的日伪军。。

33月月 1818日晨日晨，，等待总指挥部交通副官张凤春到来后等待总指挥部交通副官张凤春到来后，，
李海峰连长带领由李海峰连长带领由 1616 人组成的小队开始转移人组成的小队开始转移。。出发不出发不
久久，，他们便与进山他们便与进山““围剿围剿””的日军的日军、、伪兴安军数百人遭遇伪兴安军数百人遭遇。。

为了不暴露通往根据地的路径为了不暴露通往根据地的路径，，李连长果断下令李连长果断下令：：
““跑步占领前面的小孤山跑步占领前面的小孤山！”！”战士们爬上小孤山后战士们爬上小孤山后，，利用岩利用岩
石石、、树木筑起了堡垒树木筑起了堡垒，，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一连小队面对的敌人是一连小队面对的敌人是 300300多名伪兴安军多名伪兴安军。。这是一这是一
只经过特别训练的蒙古骑兵只经过特别训练的蒙古骑兵，，凶悍无比凶悍无比。。其后还有其后还有 100100
多名日本骑兵多名日本骑兵，，齐向小孤山扑来齐向小孤山扑来。。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日伪军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日伪军，，李海峰和战士们十分清李海峰和战士们十分清
楚楚，，只有决一死战只有决一死战，，别无退路别无退路。。当敌人攻至半山腰时当敌人攻至半山腰时，，李李
海峰令战士开枪海峰令战士开枪，“，“神枪手神枪手””们弹无虚发们弹无虚发，，一枚枚手榴弹投一枚枚手榴弹投
向敌群向敌群，，山坡上留下了数十具尸体和死伤的马匹山坡上留下了数十具尸体和死伤的马匹。。

日伪军的进攻被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被打退了，，抗联战士无一伤亡抗联战士无一伤亡。。1616 名名
战士继续英勇顽强地抵抗着敌人的再次反扑战士继续英勇顽强地抵抗着敌人的再次反扑。。此后此后，，敌敌
军利用密集的炮火掩护军利用密集的炮火掩护，，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随着随着
时间的推移时间的推移，，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战斗进入胶着状态。。

作战过程中作战过程中，，子弹打光了子弹打光了，，李海峰便命令战士把机枪李海峰便命令战士把机枪
拆开拆开，，零件扔到深雪里零件扔到深雪里，，不让敌人得到不让敌人得到。。面对敌军的疯狂面对敌军的疯狂
进攻进攻，，一连小队坚守阵地一连小队坚守阵地，，浴血奋战浴血奋战，，击退敌军数次进击退敌军数次进
攻攻。。直至夜幕降临直至夜幕降临，，日伪军伤亡惨重日伪军伤亡惨重，，精疲力竭精疲力竭，，只能退只能退
兵休整兵休整。。

此时的山顶阵地上此时的山顶阵地上，，一连小队还剩下一连小队还剩下 55 人人。。为掩护为掩护
交通副官张凤春和其他交通副官张凤春和其他 33 名战士突围名战士突围，，李海峰打光了身李海峰打光了身
边所有的子弹边所有的子弹。。当敌人逼近时当敌人逼近时，，他拉响手中最后一颗手他拉响手中最后一颗手
榴弹榴弹，，与其同归于尽与其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壮烈牺牲。。

铁骨铮铮响铁骨铮铮响，，英雄忠魂在英雄忠魂在。。一连一连1212人壮烈殉国人壮烈殉国，，他们他们
是是：：连长李海峰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指导员班路遗，，战士朱雨亭战士朱雨亭、、魏希林魏希林、、陈凤陈凤
山山、、李芳邻李芳邻、、夏魁武夏魁武、、王仁志王仁志、、张全富张全富、、杨德才杨德才、、王发王发、、李才李才。。让让
我们铭记他们的名字我们铭记他们的名字，，歌颂歌颂他们的他们的事迹事迹，，传承他传承他们的精神们的精神！！

（（李万祥李万祥））

位于黑龙江省林口县境内的乌斯浑河本来名不见
经传。在满语中，“乌斯浑”有汹涌澎湃之意。不过，这
条河又注定要写入历史，并非因为它有多宽多深，皆因
70 多年前，曾有八位抵抗外辱的女杰殉难于此。这就
是家喻户晓的“八女投江”。

北方的 10 月，秋天尚未离去，寒冷却已迫不及待
地到来。1938 年的秋天气候尤其反常，秋雨绵绵不
绝。宽达百米的乌斯浑河水流汹涌，深不可测。

此时，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一师的百余人部队正
赶向乌斯浑河。连日征战，已让这支西征折返的部队
严重减员。到达乌斯浑河西岸的宿营地时，队伍只有
100 多人。原本跟随部队行动的 20 多名妇女团成员仅
剩八人，分别是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

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
福。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冷云 23 岁，最小的王惠民才 13
岁。生火是这支部队露天宿营度过寒夜的唯一办法，
但火光却把敌人引到了他们周围。

东方泛白，乌斯浑河升腾的白雾漫过山岗。当队
伍准备出发之际，突然响起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夜里
包围上来的日伪军，开始向抗联部队发起进攻。大部
分战士猝不及防，只能边打边向西边的密林中撤退。

起初，敌人并未发现河边的妇女团成员。如果女
战士们隐蔽不动，就有机会脱离险境。可是，见大部队
被敌军死死拖住，难以突出重围，她们毅然从背后向敌
人发起猛攻。主动开火的目的，只是为了转移敌人注
意力，吸引敌人火力，给主力部队换来突围的机会。

开火意味着暴露，暴露意味着牺牲。八位女战士
成功吸引了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
人的攻击。但区区 8 人不可能对千余人的日伪军形成
有效打击，她们完全被困在日军的包围之下。已撤退
的大部队多次试图组织营救，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未
能成功。

弹药已耗尽。在潮水般涌来的敌人面前，女战士
们不愿被俘受辱，更不会投降。这八个正值最好年华
的女孩，带着热烈的青春、坚守的信仰和尊严，义无反
顾地选择了投进滚滚乌斯浑河，把宝贵的生命献给白
山黑水。此时，湍急的乌斯浑河响起了低沉雄壮的

《国际歌》。她们宁可战斗到生命尽头，也绝不选择苟
且和卑微。

抗日战争中中国女性所付出的牺牲，由“八女投
江”作出最凝练的升华。“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
有烈女芳标。”这是抗日民族英雄周保中将军的感慨。

不断流淌的乌斯浑河水不会冲刷掉人们对英雄
的怀念。如今，将军的心愿已偿。屹立在乌斯浑河岸
边的八女投江纪念碑，铭刻着八名抗联女战士的英名
和她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八位女英雄的沉江，超
越了一般的牺牲，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记下了浓重的
一笔，在世界反侵略战争史上也是感天动地的篇章。

（（白白 丁丁））

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览《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向观众讲述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展览
一开始，一位母亲的声音让观众潸然泪下：“宁儿啊，母
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
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
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
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就是东北抗日战场上，“甘将热
血沃中华”的巾帼英雄赵一曼。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 年 10 月生于四川省宜
宾县,1923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村团支部
书记，在家乡积极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1926年夏，
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帮助下，进入宜宾女
子中学，成为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同年 11月，

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地区

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她从此便战斗在这片
白山黑水之间。1935 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称她“瘦李”“李姐”，
当地战士们则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赵一曼的英勇
顽强更是威震敌胆。在当年日伪报纸《大北新报》和

《哈尔滨日报》上，都曾刊登文章，将她说得神乎其神：
“‘共匪’女首领赵一曼，挎双枪，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
密林，投身于抗日反满运动。”

1935年11月，赵一曼和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在一座深
山里，敌我兵力悬殊，在连续打退敌人6次进攻之后，赵一
曼在突围中身负重伤。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

养伤时，赵一曼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她再度负伤，昏迷被
俘。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得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
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审讯。

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马鞭抽打，用钢针刺伤口，
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投降招供，她宁死不屈。赵
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罪行：“我
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几经折
磨，赵一曼已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
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

英雄的正义最能感化人心。在住院期间，赵一曼
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
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最终，两人决定帮助赵一
曼逃离日军魔掌。1936 年 6 月 28 日，董宪勋与韩勇义
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然而，
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赵一曼不幸被日军追上，再
次落入虎口。酷刑无用，利诱不成，面对硬骨头的赵一
曼，日军知道从她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
押回她曾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 年 8 月 2 日，日军将赵一曼绑在大车上，在珠
河县城“游街示众”。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民众
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红了旗帜⋯⋯”壮烈牺牲，时年仅 31岁。

（（敦敦 临临））

在全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在全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70 周年之际周年之际，，恰逢抗日英雄杨靖恰逢抗日英雄杨靖
宇将军诞辰宇将军诞辰 110110周年周年。。

杨靖宇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原名马尚德，，19051905 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年出生于河南省确
山县山县。。早在少年时代早在少年时代，，杨靖宇就立下以天下为己任杨靖宇就立下以天下为己任，，
救民众于水火的雄心壮志救民众于水火的雄心壮志。。19271927 年年，，杨靖宇加入中杨靖宇加入中
国共产党国共产党。。此后此后，，他在河南他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
工作工作，，曾曾 55次被捕入狱次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受尽折磨，，但仍坚强不屈但仍坚强不屈。。

19331933 年初年初，，中共中央要求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中共中央要求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
抗日统一战线抗日统一战线，，以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为骨干以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为骨干、、联合联合
其他抗日武装其他抗日武装，，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共同进行抗日斗争。。杨靖宇积极贯杨靖宇积极贯
彻落实指示彻落实指示，，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打击日伪打击日伪
军军，，威震东北威震东北，，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逐步逐步
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七七事变后七七事变后，，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路军主动出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路军主动出
击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写下名句并写下名句““黑山白水齐出黑山白水齐出
动动，，复兴我中华复兴我中华”。”。在长达在长达 1414 年的抗日斗争中年的抗日斗争中，，在杨在杨
靖宇的带领下靖宇的带领下，，东北抗联一路军牵制东北抗联一路军牵制 4040 余万日本关余万日本关
东军不能入关参战东军不能入关参战，，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关内正面战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关内正面战
场的压力场的压力，，为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为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日伪军将东北抗联特别是其主力第一路军视为日伪军将东北抗联特别是其主力第一路军视为
眼中钉眼中钉，，反复讨伐反复讨伐，，并推行经济封锁等政策并推行经济封锁等政策，，以达到以达到
断绝抗联衣食来源断绝抗联衣食来源，，进而消灭抗联的目的进而消灭抗联的目的。。抗联指抗联指
战员数日难得吃一顿饱餐战员数日难得吃一顿饱餐，，夏秋时常吃野果夏秋时常吃野果、、野菜度野菜度
日日，，冬春有时只能以树皮冬春有时只能以树皮、、战马充饥战马充饥。。在艰难的环境在艰难的环境
中中，，抗联战士们仍然坚持与敌人战斗抗联战士们仍然坚持与敌人战斗。。杨靖宇经常杨靖宇经常

鼓励同志们说鼓励同志们说：“：“要做一个真正革命者要做一个真正革命者，，就要经得起就要经得起
千辛万苦千辛万苦。。革命就像浪潮一样革命就像浪潮一样，，有时高有时低有时高有时低，，现在现在
我们困难我们困难，，咬牙过去这一阵就好了咬牙过去这一阵就好了。”。”

19391939 年秋冬季年秋冬季，，东南满反日伪军东南满反日伪军““讨伐讨伐””作战作战
中中，，杨靖宇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杨靖宇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分散游
击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一带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一带。。最后最后，，他只身与他只身与
敌周旋敌周旋 55 昼夜昼夜，，以无比坚强的毅力以无比坚强的毅力，，英勇顽强战斗英勇顽强战斗，，
直至弹尽粮绝直至弹尽粮绝。。19401940 年年 22 月月 2323 日日，，杨靖宇在吉林濛杨靖宇在吉林濛
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时年 3535岁岁。。

杨靖宇牺牲后杨靖宇牺牲后，，日本侵略军无法理解他日本侵略军无法理解他，，何以能何以能
够在冰天雪地里长时间被围困够在冰天雪地里长时间被围困、、且完全断绝粮食的且完全断绝粮食的
情况下情况下，，顽强坚持战斗顽强坚持战斗。。当残忍的日军将他割头剖当残忍的日军将他割头剖
腹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竟无一粒
粮食粮食，，也无不为之震惊也无不为之震惊。。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杨靖宇这位抗日民为纪念杨靖宇这位抗日民
族英雄族英雄，，19461946 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
靖 宇 支 队靖 宇 支 队 ，，吉 林 省 濛 江 县 改 名 为 靖 宇 县吉 林 省 濛 江 县 改 名 为 靖 宇 县 。。 19621962
年年，，靖宇县修建了杨靖宇将军纪念馆靖宇县修建了杨靖宇将军纪念馆。。20062006 年年，，
杨靖宇将军殉国地被确定为全国杨靖宇将军殉国地被确定为全国 100100 个红色旅游个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之一经典景区之一，，成为开发红色资源的重要基地成为开发红色资源的重要基地。。

在生与死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血与火的磨砺中，，杨靖宇将军和革命杨靖宇将军和革命
先烈们矢志不渝先烈们矢志不渝、、忠贞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忠贞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惧困不惧困
苦苦、、百折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百折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不畏强敌不畏强敌、、宁死不屈的宁死不屈的
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影响着并鼓励着几代靖宇人民影响着并鼓励着几代靖宇人民，，成为靖宇人成为靖宇人
民的宝贵遗产和激发干事创业热情的精神动力民的宝贵遗产和激发干事创业热情的精神动力。。

（（韩秉志韩秉志））

巾帼英雄赵一曼：

甘将热血沃中华

抗联十二烈士抗联十二烈士：：

拉响最后拉响最后

一颗手榴弹一颗手榴弹

铁血将军杨靖宇铁血将军杨靖宇：：

白山黑水铸忠魂白山黑水铸忠魂

八名抗联女战士：

牡丹江畔的芳标

“九一八”不是简单的地域性历史事

件的代称，而是具有全国性影响和国际

化含义的警世钟！它涵盖了人们对于战

争与和平的理性思考和深远认知。

张 洁

““小小满洲国小小满洲国，，大大赵尚志大大赵尚志”，”，是日本侵略者发出是日本侵略者发出
的无奈感叹的无奈感叹。。用日军的话说用日军的话说，，关东军在满洲的很多关东军在满洲的很多
伤亡都是赵尚志造成的伤亡都是赵尚志造成的，，满洲的最大危害是满洲的最大危害是““南杨南杨
北赵北赵”。“”。“南杨南杨””是南满的杨靖宇是南满的杨靖宇，“，“北赵北赵””是北满的赵是北满的赵
尚志尚志。。

赵尚志赵尚志，，19081908 年出生于辽宁朝阳年出生于辽宁朝阳。。1717 岁加入中岁加入中
国共产党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黄埔军校同年进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学员成为第五期学员。。
19261926 年年 55 月月，，在蒋介石加紧迫害共产党人的在蒋介石加紧迫害共产党人的““整理党整理党
务案务案””中中，，他毅然退出黄埔他毅然退出黄埔，，返回哈尔滨返回哈尔滨，，从事地下活从事地下活
动动。“。“九一八九一八””事变后事变后，，东北一片白色恐怖东北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员共产党员
赵尚志立志报国赵尚志立志报国，，投身抗日武装斗争投身抗日武装斗争，，并率领数万将并率领数万将
士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士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他领导创建了中共巴彦他领导创建了中共巴彦
抗日游击队抗日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工农红军 3636 军独立师军独立师），），先后任北先后任北
满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满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
他还与李兆麟等创建了珠河他还与李兆麟等创建了珠河、、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

““争自由争自由，，誓抗战誓抗战，，效马援效马援，，裹尸还裹尸还。。看拼斗疆看拼斗疆
场场，，军威显赫军威显赫。。冰天雪地矢壮志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勇倍添霜夜凄雨勇倍添。。
待光复东北凯旋日待光复东北凯旋日，，慰轩辕慰轩辕。”。”正如赵尚志的诗中所正如赵尚志的诗中所
言言，，在抗日的疆场上在抗日的疆场上，，他苦战了十年他苦战了十年，，多次入狱多次入狱，，声名声名

显赫显赫。。
19371937 年年 33 月月，，黑龙江省海伦县一个叫冰趟子的地黑龙江省海伦县一个叫冰趟子的地

方方，，敌强我弱敌强我弱，，赵尚志依然迎难而上赵尚志依然迎难而上，，巧妙利用地形巧妙利用地形
布下口袋阵布下口袋阵，，采取伏击战术战胜了日伪采取伏击战术战胜了日伪““讨伐队讨伐队”，”，击击
毙包括毙包括 77 名日军指挥官在内的日伪军名日军指挥官在内的日伪军 200200 余人余人。。赵赵
尚志尚志““主动游击主动游击”“”“先机制敌先机制敌””的战略战术的战略战术，，打得日本打得日本
侵略者惊慌失措侵略者惊慌失措。。

一息尚存一息尚存，，誓死抗日誓死抗日。。对于赵尚志对于赵尚志，，东北人民东北人民
称赞他是称赞他是““北国雄狮北国雄狮”，”，苏联红军称赞他是苏联红军称赞他是““中国中国
的夏伯阳的夏伯阳”。”。他一生两次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他一生两次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三次三次
身陷险境身陷险境，，多次身负重伤多次身负重伤，，但是从未改变过他最初但是从未改变过他最初
的信仰的信仰。。

19421942 年年，，赵尚志不幸重伤被日本特务诱捕赵尚志不幸重伤被日本特务诱捕。。一一
份日本关东军的文件份日本关东军的文件，，记载了审讯赵尚志的情况记载了审讯赵尚志的情况：：自自
供者赵尚志对审讯官说供者赵尚志对审讯官说，，你们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不同样是中国人吗？？
现在你们是在卖国现在你们是在卖国，，我一个人死不要紧我一个人死不要紧，，现在我就要现在我就要
死了死了，，还问什么还问什么？？说到这里说到这里，，赵尚志就闭口不语赵尚志就闭口不语，，只只
是斜视审讯官是斜视审讯官，，对自己的苦痛也一声不响对自己的苦痛也一声不响。。短短几短短几
个小时之后个小时之后，，赵尚志就英勇就义赵尚志就英勇就义，，时年时年 3434 岁岁。。

（（李李 哲哲））

传奇将军赵尚志传奇将军赵尚志::

冰天雪地矢壮志冰天雪地矢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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