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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清县西部兰棒山区小孤山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发生过一起极其
惨烈的战斗，十六个战士阻击敌伪 500人的骑兵达十八小时，其中十
二位战士牺牲，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小孤山战
斗发生在 1938年，比狼牙山的故事要早 3年。同样的悲壮，气贯长
虹，但是多年来却鲜为人知。

2015年 8月 24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七十周年之际，国家公布抗日烈士和英雄群体目录，这个目录列第
一位的就是小孤山“抗联十二烈士”。 2013年 10月，宝清县委、县政
府在小孤山为十二烈士立碑，并将小孤山重新命名为“十二烈士
山”。如今，十二烈士山已经成为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胜地，来此缅
怀英烈的群众和游人络绎不绝。《十二烈士山阻击战》、《我的爷爷是
抗联》、《烽火留守处》和《东北抗联》等多部抗战纪录片都是在这里拍
摄的。

小孤山十二烈士事迹的挖掘和重光，与宝清县一个叫李德龙的
村干部密切相关。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对当地的抗联历史感
兴趣，其中对小孤山十二烈士事迹的史料收集，实地踏查，见证人采
访，他花了十几年功夫。

李德龙今年 51岁了，自 1984年起，他一直任金沙岗村村主任、党
支部书记兼民兵连指导员，一当就是三十年，直至 2013年来县党史
研究室任职。金沙岗村是东北抗日联军六军一师“金沙岗抗日游击
连”的诞生地。李德龙的长辈，比如姥爷孟庆云，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
马占山将军的少尉传令兵，经历了十四年抗战，1952年回到宝清县。
爷爷李凤志也是被日军杀害的。担任村主任后，他经常接待一些回访
的抗联老战士，因此对发生在这个地域的十二烈士山阻击战、李炮营阻
击战、花砬子大战等产生了兴趣。他感觉其中很多细节是极有震撼性
的，应该被挖掘和复原。他开始留意收集相关史料，还四处寻访当年的
见证人，充实史料。李德龙说，当年访问证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
其是他不是专职人员，门卫轻易就把他打发了：“他认识你吗？有介绍
信吗？不能见，回去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十二烈士山的原址发生了争议，即有观点认为七
台河市宏伟镇前面的一个小山是真正的十二烈士山，而不是宝清县西
部兰棒山区的小孤山。不仅如此，两个地方都设立了十二烈士山的标
识。这一事件，将李德龙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意味着李德龙之前对
兰棒山区的小孤山遗址的确立，以及相关的一些抗联所有遗址、密营及
所在密营部队番号等史料和调查结果，都有不实之虞。

然而，李德龙的证据却来自亲访人证和第一手史料的获得。人证
是抗联老战士李明顺和周淑玲夫妇。周淑玲说小孤山（十二烈士山）的
位置就在兰花顶子山北面二十多公里的五军二道哨卡东面附近，当年
发生战斗时丈夫李明顺团长领导的三军四师三十二团就在大蘑菇顶子
西面密营驻守，离十二烈士山（小孤山）六公里左右，也是李团长得到李
天峰二人求援，然后派孙胜林通知五军下江教导队季青主任，五军头道
哨卡被敌人进攻，并亲自派出两个连部队增援头道卡子小孤山（十二烈
士山）阵地。老人还说，80年代初，她和李明顺曾回到宝清，还到小孤
山（十二烈士山）去踏查和祭奠牺牲的战友。李明顺还写有关于十二烈
士山战斗的回忆录。

李德龙从周伟处得到了周保中将军的《东北抗日游击日记》和吉东
省委、总部秘书王春发的日记，对当年的战事都有详细的记录，两本日
记相互印证。此外，李德龙还找到了当年相关的地图印证。周保中日
记 209页这样记载：“11月 19日，行径王福岗西南太平川（此地有残破
农户艾家），再行约十里抵金石场，再行五里到达五、六军给养转运处，
大休息；午前九时，越岭入大梨树沟西南上掌为五军部队临时驻屯处而
抵目的地矣；现地位置在宝清县城西南，距离约六、七十里，北走兴隆
镇，东北为星河镇，其距离约与宝清相等；离开金石场不到一小时小房
就被伪军三十五团焚毁；21日，移驻前哨所南山小房。”上述地理名称
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已经有了，即 1916年 4月建县以前就已经存在，
至今未变。按着兴隆镇、星河镇、宝清县城画出三条长度大约相等连接
线的连接点即为太平川、白石沟金沙河源头庙岭位置。庙岭东南五公
里处即是青龙林场的小孤山，即十二烈士山。

李德龙又访问了抗联老战士李敏，李敏回忆说，当年，他们十几小
队从锅盔山东南到东面大梨树沟采摘野山梨吃后回来的时候路过五军
教导队，又吃了五军部队种植的倭瓜（白瓜）。她说五军教导队就在锅
盔山和大梨树沟中间的山岭，教导队密营是依山崖而建的。季青主任
妻子李志雄写的教导队队歌就明白写着“石灰窑南沟里”字样。1941
年周保中亲自组织领导的抗联牺牲人员调查表里有“于敬鹿（于晋启）
1938年 5月牺牲在宝清西沟头道卡子”，翻阅周保中日记明确记载于晋

启 1938年 5月 31日战死在庙岭大砬子沟口，是被伪蒙古骑兵伏击牺牲
的。1940年 9月 11日记载：派遣李永镐率领第一中队回该支队本部，
是日午前国际台西大山第二临时驻屯所出发指示路径：“经五军密营二
道哨所、烈士山、大石砬子、穿过双柳河子集团部落敌之封锁线，走宝清
街西北、凉水泉子、入四区乌拉本德而向富锦……”到此已经明确十二
烈士山就是青龙林场的小孤山。

住在依兰的抗联老战士吴玉清说，她和丈夫张玺山是在双柳河子
屯子西面的毛嗑（向日葵）地会面，向西翻山一起走了大半天时间到了
大尖山子西面两三公里的密营，参加抗联九军部队的。根据周保中日
记记载尖山子西面两三公里即五军二道哨卡，岭西就是九军沟，这个九
军沟的名字就是因九军二师密营而得名。在东北烈士纪念碑和宝清档
案馆看到了十二烈士山战斗幸存者李福胜和李天峰的回忆录，李福胜
明确说明周保中同志亲自指派在距五军密营三十里外的白石沟附近的
山头上设立了头道卡子。经过李德龙和抗联历史爱好者潘兴龙、王恩
才及宝清文管所李筠、李霄风等多年的踏查定位，在庙岭南第二道山岭
上找到了头道哨卡遗址，战壕和哨卡房址保持完好；并用金属探测器对
十二烈士山及周边山岭进行探测，发掘出大量的各种制式弹药、弹壳、
枪械零部件和历史记载完全吻合。到此可以完全判定五军头道卡子就
在白石沟庙岭，青龙林场的小孤山就是十二烈士山无疑。此外，还以小
孤山（十二烈士山）为基点，找到了李炮营遗址、中共吉东省委和抗联第
二路军总部遗址、京石泉遗址，锅盔山三、六、九、十一军遗址，在锅盔山
遗址发掘出埋葬在密营一角的一个坛子里装着一个头颅遗骨，是否是
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牺牲后被日本人挂在宝清北门的头颅还不
能确定。

经过黑龙江省党史研究室和省文物保护部门的考察认定，1999年
1月 10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宝清县青龙林场小孤山为“东北抗日
联军十二烈士山”战地遗址。

关于十二烈士山战斗前后的记述，牺牲的十二位烈士的名字是确
定的，突围生还有四个人，已知的一个是李福胜，另一个是总部交通副
官张凤春，其他二人是谁？李德龙继续查找核实。在季青的一篇回忆
录里李德龙查实了第三个人的名字叫陈学山，他是通信员。还剩下最
后一个。李德龙在吴玉清弟弟那里听说一个叫张玺山的，曾与十二烈
士山突围出来的人一起往饶河转移，且写有回忆录。李德龙到哈尔滨
查到了他的回忆录，确定最后一个人的名字叫蒙光正，已牺牲。

下面是李德龙对十二烈士山战斗过程的简要还原：1938年 3月，抗
联二路军总部得到敌军进讨的情报，命令各部集结到李炮营，准备向勃
利、密山方面转移。接到命令后，17日晚上，驻守头道卡子的一连连长
李海峰命令副连长带领全连部队先行出发，自己和指导员班路遗共十
六人留在头道卡子等待总部交通副官张凤春到来后一同转移。3月 18
日拂晓前，张凤春和七军交通员陈学山刚刚赶回到头道卡子，日伪军的
骑兵就到了。

李连长当机立断：“占领左前方的小孤山，准备战斗”，同时命令没
有武器的四军交通员李天峰和炭窑工人老艾大叔向东南转移，去抗联
三军四师三十二团请求支援，并请李明顺团长通知后方总部。

小孤山阵地与地面相对高度只有 79米。我们十六名战士是步兵，
敌人近五百人是骑兵，还有骑兵炮等重武器。战士王发胸部中弹第一
个牺牲了。

战士们在约 50米长的山顶凭着岩石、树木筑起了“雪垒”等简易工
事。整个小孤山被四五百日伪军骑兵包围。敌人的第一次冲锋被打
垮。第二次进攻，日军架起了骑兵炮和 8 挺机枪，硝烟弥漫，岩石崩
飞。王仁志第二个牺牲。李连长有“射手之王”的美名，专打敌人的机
枪。接着指导员班遗牺牲，不断有战士牺牲。敌人在炮击之后，发起了
第四次冲锋。李连长双腿被炸断，两个战士用树杈抬着他，继续他的远
程点射，敌人纷纷倒下。天黑下来，月亮慢慢升起，这时候我军阵地上
只有六人还活着。 杨德才因受重伤，坚持与李连长一起留下来，掩护
突围。过了片刻，几个敌人冲到李连长身旁，李连长端着没有子弹的空
枪，大喊道：“杂种，来吧，来送死吧！”敌人向李海峰扔出了手榴弹，李海
峰壮烈牺牲。

敌人在山顶上搜找到了重伤昏迷的杨德才。杨德才最后被敌人凌
迟处死。

小孤山战斗，抗联五军三师八团一连小队击毙日本军 25人、重伤
10人、击毙伪兴安军 70余人、重伤 20余人，打死敌军战马 90余匹。敌
我伤亡比为 12:1。十二名战士用鲜血和生命为抗联主力部队转移争取
了近十八个小时的时间。

十二烈士与小孤山
唐李 李奎山

伪满时期,在巴彦县兴隆镇东,有个东场子。东场子占地有 100多
晌，坐落在一片丘陵地带。这里交通便利，战略位置突出，离兴隆镇火
车站仅几里之遥。

1944年（伪康德 11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此地，从鸡宁县抓来的
大批劳工，被押解到这里来修筑军火库。劳工们每天只能吃两顿窝头，
还得按人头定量，有的劳工实在是饿疯了，趁着夜幕的掩护，去偷马料
吃，结果被日本兵逮住，放出狼狗，活活咬死，还有的被乱枪打死。

劳工们起早贪黑干着牛马活计，白天吃不饱，夜里住着四面漏风的
房子，夏天蚊虫叮咬，入冬以后，阴云密布，寒风刺骨，病死冻伤的人数
剧增，减员严重。

建成后的军火库共 130座，均为半地下式，每座有 3间房子大小。
砖墙铁皮屋盖，涂刷黑漆，编有号码，对外号称东场子。东场子戒备森
严，四周布有铁丝网，日本兵昼夜站岗巡逻，严禁中国人靠近。为防止
飞机空袭，东场子还栽植了大量的林木，夏秋季节，茂密的树木，把东场
子遮盖得严严实实，让人很难发现那里储存着大批的军火物资。

东场子投入使用以后，日本兵征用 30辆马车，昼夜往返于兴隆镇
火车站与东场子之间。他们将从军工厂运来的弹药，拉进军火库，再根
据部队调配，将弹药装上一趟趟军列，运往前线。

1945年 8月 15日，驻守东场子的日本鬼子缴械投降，苏联红军占
领了东场子。销毁弹药的爆炸声此起彼伏，东场子上空，升起一朵又一
朵的烟云。空气中刺鼻的火药味，持续数日才慢慢消散。

随后，拣“洋落”的群众，纷纷跑出家门,涌进东场子。他们拆毁库
房，砍伐树木，拣拾炮弹。由于群众缺乏军事常识，炸死崩伤的情况时
有发生。

20年后的 1965年，我出生在东场子旁边的一个村子里。我记事的
时候，还看见本村当年被炮弹炸断双臂的窦棒槌和炸掉一只胳膊的李
甩袖子，他们当年也就 50岁左右。窦棒槌姓窦，两只残臂短短的犹如
一对棒槌,故村里人给他起了个“窦棒槌”的外号，他独住在村外土岗上
的一间小房子里，窗户很小，里面光线阴暗。窦棒槌有事进村从街上走
过时，总是披着外衣，两只衣袖在风中猎猎起舞，常会有三两只村狗，跟
在身后吠叫。有时，还会有淘气的孩子摇头晃脑地跟在后边，“窦棒槌，
窦棒槌……”的喊叫，窦棒槌回过头，用粗哑的嗓音回应：“谁家的孩子，
介（这）么不懂事，是哪个师娘教的？”孩子不怕他，仍是不停地叫喊，窦
棒槌无奈，只好苦笑一下作罢。李甩袖子则是独臂，一只袖子飘在风
中，旗帜一般，空空荡荡的。窦棒槌一直到死，也没能娶上老婆，一直一
个人孤独地生活在村外的土岗上。李甩袖子则娶了个哑巴媳妇，相伴
残年。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去东场子遗址玩。
我们常常能够寻到一种叫做“引火片”的东西，那是一种一厘米见方，墨
绿色的薄薄的片状的物体，埋在泥土里，经过雨水的冲刷，就会露出踪
迹。用火柴将“引火片”点燃，它就会哧哧地冒着绿火苗，活像豺狼的眼
睛，在暗夜里发出一闪一闪的凶光。

如今，从东北光复算起，历史已经走过了整整 70个年头，现在在东
场子遗址上耕田劳作的乡亲们，还时常会拾到当年战争遗留下来的锈
迹斑斑的军用物品，也许是一颗子弹壳，或者是一把腐蚀的军刀、也可
能是一块不规则的弹皮。这些东西都是日本侵略者当年侵略中国时留
下的罪恶铁证，岁月将它们擦拭得越来越清晰，抹也抹不掉。

东场子遗迹
宗国筑

1999年1月10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宝清县青龙林场小孤山为“东北抗日联军十
二烈士山”战地遗址

包包鞋，就是包在包里的鞋子。离
现在最少也有四十年历史了，早被历史
淘汰了，最多也只能存活在奶奶的记忆
里。

那个年代经济比较匮乏，家家都过
着捉襟见肘的日子。姑娘大了，自然要
出嫁。谁家姑娘都想体面一些，上花轿
前后要让老亲少友看看包的数量（最少
是四个），包的个头不能太小，半尺以上
厚度。婆家给买的衣物太少，就得多做
几双鞋撑起包，故此就叫包包鞋；其实和
现在储备嫁妆是异曲同工的。再说那个
年代女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被禁
锢在家里封闭了思想，就得找点营生占
着手，否则还不得抑郁症啊。

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嫁到人家要开
始行使妇女的“特权”，“拿起饭锅”，“拿
起针线活”。本来在娘家时当公主，此时
就当灰姑娘使唤，哪有时间给自己做鞋
缝衣服啊，只能提前备点。有的娘家讲
究的都做三十多双，能穿好几年，有的婆
婆小姑子都帮着穿。

嫁到婆家的第一天晚上，一个最关
键的环节，不管新媳妇愿不愿意，大姑
姐，小姑子，姑婆姨婆的都要端过来煤油
灯，仔细查看新媳妇的包包鞋，样式好不
好看，鞋口子沿的针脚是否整齐，千层底
纳的花纹是否规范。然后就“啧啧”的议
论。年纪大的女人还能维护面子，说一
些不疼不痒的话，那就算褒奖了。有素
质低的小姑子还往自己脚上试试，然后
说三道四的，就好像是质检员似的尽职
尽责，假若不挑点毛病就没水平似的，其
实目的就是想给嫂子点下马威，不让嫂
子太得意了，婆婆姑子好驾驭得了。第
二天半个村子的话题基本就是“包包鞋”
的长短了。

所以每个姑娘都尽量多准备一些。
一是有备无患，二是打发时间，最主要是
自己维护在婆家的尊严。

家中有姑娘的，一般都是妈妈先张
罗，利用冬闲时间做几双包包鞋。姑娘
自己也就顺坡下驴。张婶子，李三姨的
找鞋样子。有带带的最多，还有砸五眼
的，也有小圆口的。若是家庭稍好一些
的，就专门买几样鞋面子，黑绱绒，蓝绱

绒，也有红绱绒，还有各色大呢布……鞋
里子布。条件稍差一点的，一般就用做
衣服裤子剩的。若是家长或是姑娘人缘
好的，亲属也主动送几双鞋面子，或是几
双做鞋底的袼褙。活计好的，有时间的，
还扎花拧云子，这样比较费时间。

大体看和平时的鞋没啥两样，其实
仔细审视可就不一般了。

鞋样子，一定要仔细对比，反复修
改，优中选优。鞋面子一定要精选，纹路
要顺畅，里子布的颜色要和鞋面子颜
色搭配，黑面蓝里，红面白里，花面浅色
里……每一剪子都得恰到好处，不能少
一丝一毫，也不能多一丝一毫。事先爸
爸要把剪子磨得锃亮，因为好活计不如
好家什。用好白面打浆子，一是粘度好，
二是不能渗出布颜色来。鞋底一律千层
的，其实就是每一层袼褙单独用白布斜
条包好，然后把三层或是四层在粘合一
起，所以每一层都得精准无误，否则几层
不和谐，里出外进的，多难看啊。所以活
计不好的人千万不能乱帮忙。寡妇可不
能帮忙的，不吉利。

纳鞋底时，怕弄脏白底沿布，事先洗
手或是用手绢垫上。包包鞋底一般整底
都有花纹，豆腐块，双水纹，单水纹，主要
是为了美观；普通的鞋子只撒底心——
就是脚心处纳花纹，省麻线，加快速度。
每个环节必须严肃对待，马虎不得，对姑
娘负责，给姑娘尊严，不能让婆家人笑
话。

另外，手工活好的要做几双扎花
鞋。稍微简单的就是在鞋前脸上绣上
卍子，云子卷，较繁琐有牡丹花，菊花，
荷花……巧手妈妈或是姐姐就能绣上。
这种鞋子自然要抢眼的，被所有人夸耀
的，包括婆家人。一天只能绣一只鞋帮
的，所以要比普通的包包鞋多花费功
夫。绣花的丝线从门口挑挑、摇着拨浪
鼓的货郎子那里买来。心思缜密的妈妈
事先就留意谁家新媳妇的包包鞋做的
好，样式新颖，颜色好看，就暗地里留个
心眼。自然也就把扎花的事做的比较完
善。

若是妈妈过日子不上心，姑娘的包
包鞋也就不像样子，甚至是临时找人帮
忙急着赶做的，数量质量都不过关，自然
姑娘在婆家尊严要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做包包鞋的姑娘就是准新娘。那个
年代普通百姓人家，检验姑娘是否优秀
的其中一个标准就是针线活，经过做包
包鞋的的历练，婚后婆家的针线活基本
上都能拿起来了，也就向标准媳妇靠近
了。

包包鞋
赵桂霞

扫
描
二
维
码

关
注
北
国
风

扫
描
二
维
码

关
注
北
国
风

十二烈士山纪念碑

李
德
龙
采
访
抗
联
战
士
周
淑
玲

秋收时节到了，我又想起三十多年前，我给
表哥送磨刀石的情景。

小小的磨刀石，这些年来一直牵系着我的
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磨刀石给我留下的印象
一天比一天更加深切难忘了。

表哥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住双城农丰
乡正白头屯，因少时家贫，没上几天学，也不识
几个字。他先是放羊，十六岁入生产队劳动，后
来娶妻生子，受家庭生计所累，一年到头辛辛苦
苦地劳动勉强能养家糊口。表哥说他是干活的
命，农民不干活不是什么正庄。表哥在生产队
和农民摸爬滚打几年，成了出色的庄稼把式，他
当了几年打头的，以后又提升了生产队长。他
当队长以后比原先干的活还多，还得处理一些
杂事，忙得白天晚上不得闲。

无情的岁月造就了表哥一张黎黑的脸，眼
角也刻上了鱼尾纹。表哥失去了风风火火的青
春岁月，力气也不如从前了，但他在地里干庄稼
活，不少青年人还是望尘莫及。秋天收割庄稼，
表哥的镰刀很钝，哪位农民要是钻山打洞掏弄
到一块磨刀石，大伙儿就轮流地在镰刀上蹭几
下，谁也舍不得使劲多蹭，怕把磨刀石蹭薄了。
表哥是队长，不忍心和别人争磨刀石，刀实在钝
得不行了，就从兜里掏出块砖头蹭一阵儿。

有一年，表哥求村里一位教师给我写来信，
问我能否给他弄到一块磨刀石，我了解表哥的
脾性，他是个要强人，从不轻易求人，就是亲朋
好友他也很少开口。我读着信，心里很难过，我
想象着这些年表哥累得驼了背，伛偻着身子在
田间地头磨刀的身影，泪水不觉地夺眶而出。
我无论如何要弄到磨刀石，不能让表哥失望。
我托了几位朋友，终于搞到两块磨刀石。

一看日历，秋收时节临近了，表哥一定很
急，我就骑自行车去了表哥家。一路上，我整整
行驶 10个小时。一进屋，表哥欢喜得不得了，
从被褥格子里翻出半盒烟让我抽，嫂子抱了柴
草煮鸡蛋让我先垫补垫补。当我拿出两块磨刀
石递给表哥，他欢快得眉眼都是笑，连声说：“这
回妥了，不用犯愁了。”表哥如获至宝，把两块磨
刀石拿在手中稀罕个没够，他翻来覆去地比量，
高兴地说：“这两块磨刀石一模一样，正好两指
宽一拃长，今年秋天顶多用一块就够使了。”看
着他欢悦的神情，我知足了。

表哥是个感情不外露的人，他不会花言巧
语，不会说来回话，他心里感激别人嘴上说不出
来，他为人实实在在无半点虚假。童年时代，我
经常住在表哥家，他带我在草甸子上疯跑疯癫，
他给我捕鸟、捉蝈蝈儿，一年到头得到一挂鞭炮
舍不得放，留着等我去放。回忆起一桩桩一件
件往事，表哥的恩情我无法回报。

由于工作在身，我在表哥家住了一宿，清晨
就返回了。临行前，表哥非要送我一程，我们边
走边唠，来到五里地以外的一个乡政府所在地，
表哥跑到供销社买两包烟让我带在路上抽，我
这时才明白表哥送我的意图。表哥家生活不宽
裕，只有来了客人才能拿出买的烟，我怎能接受
表哥的馈赠呢？我和表哥你推我让，我想，不接
受会伤了表哥的心，我答应带上一包烟，表哥也
只好听便了。

三十多年的时光一晃而过，有人告诉我，说
表哥经常提起那次我给他送去的两块磨刀石，
而表哥为我付出的，却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一点
儿，这就是一个纯朴善良的农民的为人。

表哥像大山一样厚道，同表哥相比，我有一
种自惭形秽之感，我欠下了一笔表哥的感情债。

小小的磨刀石，传递着我和表哥之间的感
情。我只为表哥做过这一件小事，他永远记
得。我一想起磨刀石，就会联想到表哥的人品。

小小的磨刀石啊！

磨刀石
金恒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