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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追寻抗联精神大型系列报道 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主办

我省抗联老区分布情况
截至2010年12月底统计，全省有132个县（市、

区），其中有老区的市、县（市、区）108个。另外有8个
林业局、12个街道办事处、12个林场（所）和1个良种
场。被国家和省认定为革命老区的市、县（市、区）66
个，在66个老区中有4个地市级、50个县（市）、11个
区和1个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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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
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
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
利。”

——邓小平

核
心
提
示

1938年，由于日本侵略者大兴集团部落，迫使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共吉东省委和东北抗

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将二路军所属的四军、五军等部队组成远征军西征。10月，部分西征部队返回刁翎根据地。20日凌

晨，部队欲渡河时战斗打响，冷云、杨贵珍、安顺福、胡秀芝、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八位女战士在掩护部队突围后，因弹尽，

一起投入波涛滚滚的乌斯浑河，壮烈殉国，她们的英雄气概体现了中华儿女面对强敌宁死不屈的伟大气节，体现了中华民族同侵略

者血战到底的决心,八女投江的事迹几十年来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

□本报记者 贾晶

八位女战士中，除
了冷云生前留下了照
片，其他七位只有肖像
画。

于春芳老人原是林
口县政协主席，退休以
后把所有的精力和财力
都用在了对林口抗联史
的研究上。他向记者讲
述了给七女画像的过
程。

“我自青年时代知
道八女投江的故事之
后，就对八位女战士的
伟大精神充满敬仰之
情，想一睹八位英雄的
芳容。到县里工作以
后，才有幸看到冷云的

照片和其余七女的肖像画。但在对八女投江史实的考证过
程中，我又看到另一组七女的肖像画。这样，在我眼前就出
现了相貌各异的两套七女画像。甚至中央电视台有关八女
投江的报道，第一频道和第二频道用的都不是一套肖像
画。那么，七女的容貌到底什么样呢？这个问号在我头脑
中总是挥之不去，我拿着两套画像走访了知情人，他们认为
两套都不像。那么怎样才能给后人留下一套比较近似的七
女画像，使其永远的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呢？”

于春芳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他受到了刘胡兰画像的启
发：建国后，有关部门要给刘胡兰塑像时，也遇到过如此的
尴尬。当时解决的办法是，在社会上按照刘胡兰的体型、气
质、身材、相貌选刘胡兰模特，然后再选择最接近的一位加
以修改，最后雕塑出了刘胡兰的塑像。

“我设计了她们的容貌调查表，凡是与此有关的描述内
容都记录到各自的调查表中。据此，我们找到几百张黑白
老照片，请老战士冯文李在放大镜下逐一筛选近似七位烈
士的脸型，在此基础上在电脑上修改五官，再请烈士的亲属
和邻居等知情人提出修改意见，当我们把杨贵珍烈士的照
片送给她的弟弟杨玉林看时，他潸然泪下 ，连称这就是姐
姐！其他知情人也一一给出了修改意见。牡丹江市美术专
业学校校长朱彦坤老师爽快的答应我义务给烈士们画像，
朱老师画了四遍，我跑了四圈，知情人四次提出修改意见，
最终，让大家都满意的画像终于诞生了。”

留得玉容在人间

□本报记者 贾晶

于春芳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对八位女战士的生平做了
考证，他向记者讲述了两个动人的小故事。

八位女战士中，一度我们了解最少的就是李凤善，她
没有留下任何史料，甚至连名字都是模糊的，幸存的老战
士也对她知之甚少。2008年，林口县举办八女投江 70周年
纪念活动的时候，一位老者千里迢迢找到了于春芳，向他
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原来这位老人叫王民，是开国将
领王效明少将的儿子。当时，王效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
军参谋，是李凤善的未婚夫。听闻李凤善牺牲的消息，王
效明悲痛欲绝，当下发誓，不打败日本侵略者，此生不再结
婚。后来，他信守誓言，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37岁的
王效明才再婚。

郭桂琴牺牲时，正在五常抗击日寇的未婚夫冯文礼并
不知情，一直到建国多年以后，他才知道在战争中失踪的
未婚妻原来是八女投江的烈士之一。2008年 10月 20日，
是郭桂琴牺牲 70周年的纪念日，冯老来到乌斯浑河边，久
久不肯离去，当年 11月，冯老离开了人世，衬衫的衣兜里，
始终放着依照他的意见画出的郭桂琴画像。

硝烟已散情未了

□本报记者 贾晶

时间定格在 1938年 10月
20日凌晨，在东北，已经是冷
秋了。八个年轻的女孩子，手
挽手，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冰冷
的乌斯浑河。她们的生命停
止在这一历史瞬间。此前，她
们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战
争，将这八名女战士集结到一
起。林口县原政协主席于春
芳 2002年退休至今，用了十几
年的时间对八女投江做了史
实考证，记者结合于春芳的考
证和抗联老战士徐云卿的《抗
联回忆录》，还原了八位女杰
的英勇事迹。

不爱红装爱武装

1937年的夏天，抗日联军
第五军的部队正在刁翎五道
河一带活动，省委秘书处的同
志领着一个女同志介绍给战
士们：“这是新给你们调来的
文化教员冷云同志。”战士们
听说来了文化教员,正高兴的

时候，忽然听到飞机的声音，
接着四面响起了枪声和炸弹
的爆炸声，冷云就这样和大家
一起投入了战斗。冷云，原名
郑香芝，1915年出生在桦川县
悦 来 镇 的 一 个 贫 农 家 庭 。
1931年，她考入桦川县师范学
校，立志为民报国，改名郑志
民。1934年，她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1935年，被分配到桦川
县悦来镇南门里国民优级学
校担任教员，以教员的身份为
掩护，开始从事秘密地下工
作。加入抗联队伍后，冷云负
责给部队编印宣传材料，负责
密营内的文化学习。每天傍
晚，她都拿着自己编的课本给
战士们上课。大家坐在山坡
上，她站在中间讲解，用烧焦
的树枝当笔，在剥掉皮的树干
上写字。后来，她被任命为小
队长、指导员。

193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
抗日联军第五军的部队来到
一个柳树成荫的村庄——柳
树河子村。妇女团的王玉环

队长和徐云卿、陈玉华两位女
战士住进了杨贵珍的婆家。

“大眼睛、白白净净、头上插一
朵戴孝的白花”这是 16岁的杨
贵珍给她们的第一印象。原
来，杨贵珍的丈夫刚刚去世，
用四五担苞米把她换来的婆
婆正打算再卖掉她把苞米换
回来。

徐云卿紧紧握着杨贵珍
的手：“别怕，你跟我们走，上
咱抗联妇女团吧。”杨贵珍的
大眼睛闪现出从未有过的光
芒。这年冬天，她脱下了破
旧的衣服，穿上了军装。入
伍后，杨贵珍先后在三道
通、莲花泡江西、小锅盔山
和四道河子沟里的密营被服
厂、医院工作，有时随队下
乡到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
道理，并以其亲身苦难遭遇
现身说法，启发乡亲们的阶
级觉悟。1937 年 1 月 28 日她
参加了著名的大盘道伏击
战，只身一人俘获一名日本
兵。她说：“我当时就想抓鬼

子，什么都忘记了。”1937年
秋天，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惠民是八女中最小的
一个，1936年，受到时任抗联
五军军部军需副官的父亲影
响，11岁的小王加入了抗联的
队伍，随五军女兵队活动。据
徐云卿回忆，她是个天真活泼
又非常坚强的小孩子，“记得
有一年我们从敌人手里得来
一个留声机，她两只眼睛瞪得
溜溜圆，不转眼地看着。大伙
哄她说，小王，里边有个小姑
娘在唱，她围着留声机转来转
去找，一会又要拆开来找，逗
得大伙哈哈笑。”小王参军不
久，她的爸爸就牺牲了。仇恨
使这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变
得更坚强了。“在部队里，大家
都把她看成自己的小妹妹。
行军时，抢着帮她背背包帮她
扛枪，可她总是不让,总像个老
战士的样子，跟着大家一样跋
山涉水。”

根据于春芳的考证，安顺
福 1915年出生在穆棱市穆棱

镇三岔村，于 1934年加入抗联
第四军，在被服厂工作，后任
厂长。郭桂琴 1922年出生在
勃利县，于 1936年因不堪亡国
奴之苦，毅然剪掉发辫加入抗
联五军。胡秀芝 1918年出生
在林口县刁翎镇马蹄村，参军
时间不详，是部队里的神枪
手，因作战机智勇敢受到周保
中的表扬。黄桂清 1918年出
生在林口县刁翎镇四合村，全
家积极参加抗日。李凤善
1918年出生在黑龙江省林口
县龙爪镇, 参军时间不详。
1938年 7月，八位女战士共同
加入了西征的队伍。

咆哮的乌斯浑河

据于春芳介绍，到 1938年
9月末，抗联四军、五军在楼山
镇战斗后继续随军西征的二
十余名女战士，仅仅幸存以冷
云指导员为首的八名同志。
她们跟从幸存的百余人的队
伍，回师刁翎。

10 月 8 日，正是中秋节，
部队来到了杨贵珍的家乡东
柳树河子，群众杀了一头猪来
招待抗联战士。据徐云卿回
忆，当年杨贵珍离开家乡参军
的时候，乡亲们送了她很远，
期待她打了胜仗回来。没想
到的是，这次回乡竟是最后一
次。

19日这天，队伍来到了乌
斯浑河岸边，由于秋雨连绵，
河水暴涨，队伍只好露营在谷
地之中。当天夜里，由于特务
告密，刁翎日寇驻军纠集了一
千多人的讨伐队潜伏在抗联
队伍周围。

据抗联战士金世峰回忆，
20 日拂晓，抗联队伍整装待
发，部队领导派会泅水的金世
峰参谋带领八位女战士先行
过河。但湍急的乌斯浑河河
水继续上涨，无法判断河道口
的位置，金世峰决定先下河探
路，当他游到一半的时候，枪
炮声大作，日伪军开始了猛烈
地攻击。

在这突如其来的恶战中，
抗联的指战员们边打边向西
边的柞木岗密林方向撤退，但
为时已晚，他们被敌人紧紧咬
住难以脱身。此时八名女战
士正隐蔽在河的岸边。她们

所在的地点正是吸引敌人掩
护大部队安全转移的好位
置。八位女战士不顾个人安
危，向敌人射出一排排仇恨的
子弹。敌人背后遭到猛然袭
击，他们不知虚实，不知道河
边有多少抗联战士，觉得腹背
受敌太危险，于是调整部署，
分兵向河边扑来。

由于冷云等“八女”的果
敢杀敌行动，吸引了敌人的火
力，分散了敌人的兵力，给战
友创造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条
件，战友们趁敌人调整部署分
散兵力的混乱之际迅速冲出
包围，很快摆脱了敌人的追
击，潜入密林，保存了实力。

然而，八位女战士在与敌
人几番激战之后，弹药已经打
光了。她们面前是蝗虫般的
日伪军，背后是哗哗奔腾的河
水。大义凛然的八位女战士
手拉着手一步步走入了冰冷
了乌斯浑河，“宁可站着死，绝
不跪着生！”敌人的炮弹还在
追击，八位正值芳龄的女孩子
已被淹没在乌斯浑河的滚滚
波涛中。

“应有烈女标芳”

据抗联老战士胡真一回
忆，后来，柴世荣军长下令部
队沿乌斯浑河两岸向下游寻
找八女遗体。他们在乌斯浑
河河谷的柳毛中，找到了冷
云、王惠民等五位烈士遗体。
战友们将五位烈士的遗体埋
葬在乌斯浑河岸边。1938年
11月 4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二
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听到
汇报后，在日记中悲愤地写
道：“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
来应有烈女标芳”！

1982年，林口县在八女殉
国处建起了八女投江烈士纪
念碑，碑文正面铭刻着时任黑
龙江省省长陈雷同志的题词

“八女英魂光照千秋 ”；1988
年，牡丹江市在江滨公园建起
由邓颖超题词“八女投江”的
群雕像。

77年来，八女投江的故事
不断被拍成电影、电视剧，改
编成舞蹈、舞台剧，八位女战
士的英雄事迹以各种方式在
广泛流传，她们舍己为人、舍
生取义的精神将永载史册！

林口县八女投江纪念馆。 本报记者 陈贺摄

乌斯浑河，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
条河流中一条极普通的河，它是牡丹江
的支流，由南向北纵贯林口县域大部分
地区。这条全长只有一百四十余公里的
河，满语的意思，却是凶猛暴烈的河。其
实，平常的日子，它只是一条平静的能
趟过去的水沟，但涨水后，却一反常态，
暴虐肆意，变成一人多高、百米宽的汹
涌大河，成为名副其实的乌斯浑河。

来到林口的这一天，恰逢7月1日，
中国共产党94华诞。伫立在岸边，乌斯
浑河的水在脚下汩汩地流淌，伴随着当
地抗联史研究专家于春芳的讲述，八位
女战士的脸庞逐渐清晰起来。她们是才
华横溢聪颖时尚的教师冷云；是俘虏过
日寇的勇士杨贵珍；是备受战友敬重的
大姐姐安顺福；是不让须眉的神枪手胡
秀芝；是军中的百灵鸟郭桂琴；是相貌
俊俏身材窈窕的美女黄桂清；是天真无
邪勇敢坚强的小大人王惠民；是心灵手
巧，经常为战友缝补衣服的李凤善。牺
牲时，她们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3
岁。像花一样的年龄，正欲开放，却那么
早地凋零了。

于春芳说，其实，在发现敌情的时
候，八位女战士还有另外三条路可以
走。一是原地不动，当时她们在敌人后
面，不动就没有人会发现她们；二是沿
着河岸走下去，逃到安全的地带；三是
过河，至少还有生还的机会。可是，她们
毅然选择了向敌人开火，掩护大部队，
她们冲着队友大喊了三次：“同志们快

走，不要管我们！”
“背水一战”，八位女战士已处于兵

法之大忌的绝境，面对三面夹击，凶神
恶煞般咄咄逼近的敌人，她们就没想要
活着回去，她们想的是牺牲自己，利用
手中仅有的弹药，拖住敌人的脚步，掩
护其他战友撤退。

她们做到了，面对敌人最后的诱
降，她们毅然选择了视死如归，“宁愿
死，也不能被俘虏，被欺凌”，这是战士
的尊严，更是女人的尊严。

作为女战士，她们有侠骨，更有柔
情。就在牺牲的前夜，她们还在为战友
缝补着衣裳。

为了西征，冷云和安顺福把孩子送
给了百姓家抚养。冷云的女儿才两个
月，还未曾叫过她一声妈妈，我们无法
想象，母亲与孩子离别时是怎样的不舍
和痛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她们手
挽手，大义凛然地投入波涛滚滚的激流
中，内心一定会欣慰，她们的牺牲换来
的是包括她们孩子在内的千千万万个
家庭的幸福和自由。

如今，当我们站在77年后的乌斯浑
河岸边，打捞那一段逝去的记忆，八位女
战士，在1938年那个寒冷的秋天早晨相
扶着涉水而去，她们温热的生命，温暖了
乌斯浑河，温暖着今天的我们。

乌斯浑河没有忘记。
我们没有忘记。

永不凋零的花 □贾晶

八女投江 弹尽殉国山河恸

八位女战士中，只有冷云留
下了照片。

本报记者 陈贺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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