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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十月，珲春县委根据东满特委

指示，发动秋收斗争，提出“减租减息”

“夺取地主粮食分给农民”“打倒地主与

亲日走狗”等口号，秋收斗争很快遍及

各地。斗争开阔了安瑞芝的眼界，就在

这时，她满怀着抗日救国的信念到春化

参加了救国军。但她看到救国军并不

救国时，便很快退出了。她四处打听抗

日游击队在哪里，当她在八达村（今哈

达门乡胜利村）找到马鞍山游击队员

时，高兴得蹦了起来。安瑞芝就跟他们

上了山，成为一名游击队员。

在游击队艰苦的环境中，安瑞芝经

受了党的严峻考验。于 1933 年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她经常在杨木林子一

带活动，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组织群众支援游击队。由于叛徒告密，

马鞍山游击队的党员郎焕民被捕，房子

也被烧掉了，安瑞芝随着队伍转移到烟

筒砬子。1933年10月她又转移到烟区

南沟支部做妇女工作。当时她身体不

好，但她经常在石灰窑南沟、杨木林子

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妇女给游击队

做鞋、送粮、送盐，动员妇女为抗日送

郎、送子参加游击队。因为安瑞芝在群

众中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在当地的汉

族、满族妇女中起了很大作用。经过严

酷斗争的锻炼，艰苦生活的考验，安瑞

芝成长起来。在烟区她是唯一的满族

女党员。她性格开朗，工作积极，经常

在游击队草棚医院护理伤病员，同她一

起战斗的朝鲜族同志都很喜欢这位有

知识、有觉悟的满族姑娘。

1934年春节，在那“朱门酒肉臭，路

有冻死骨”的万恶旧社会，有钱有势的

人家，都在热热闹闹地过春节，可是抗

日游击队的女战士们，为了民族的解

放，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却在深山密

林的草棚里度过春节。春节那天，安瑞

芝、黄贞信（朝鲜族）、崔贤淑（朝鲜族）

三位女同志执行任务后，回到马滴达游

击队根据地南沟的一个草棚休息。突

然，鬼子讨伐队搜山来了。她们三人往

山下一看，有三百多名鬼子拉着大炮、

机关枪等武器，妄图歼灭游击队，从国

境线三面包围南沟，袭击游击队根据

地。敌人象一群疯狗似的嚎叫着向山

上扑来。她们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手拉

手地躲到石头砬子后面，搜捕敌人上来

了。安瑞芝她们明白已经被鬼子包围，

无法突围了。她们下定决心宁死也不

能被捉，于是，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纵身跳到三米多深的石头砬子底下，下

面有天然的水池子，已经结冰了，但冰

上还有一层冰凉的水。她们三个人站

在冰上一动不动，敌人在石砬子上边往

下狂叫：“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黄

贞信和崔贤淑把安瑞芝紧紧地搂在中

间，她们象钢铸铁打一样地站在冰上。

讨伐队追上来了，其中的一个汉族伪

兵，冲着安瑞芝声嘶力竭地喊道：“姑

娘，不要上高丽党的当！出来吧，我和

几个汉族一定把你保出来！”安瑞芝看

透了卖国贼的诡计，两眼迸发出仇恨的

火焰，愤怒地说：“无耻的走狗，你打错

了算盘，我死也不投降！我决不跪着

生，你们开枪吧，我们三个人的血要流

到一起！”

惨无人道的鬼子开枪了。三位女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石头砬子下的水池，

她们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满族姑娘，党

的优秀女儿，坚贞不屈的女党员安瑞芝

同志，和两名朝鲜族女游击队员一起，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抗日战争的胜

利，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安瑞芝牺

牲时年仅二十岁。

（摘自《珲春满族》）

崔雄吉是个明辨是非的人，他

对引灌工程的内幕和全过程比谁都

清楚。他们 3 人所玩弄的卑鄙手段

使崔雄吉受了很大委屈。抑制不住

心中的愤恨，他实在忍无可忍，向珲

春县法庭起诉，状告这 3 人。但是，

早已收到那 3 人贿赂的法官，竟颠

倒黑白，裁决灌溉设施

的 所 有 权 归 提 供 资 金

者。崔雄吉不胜悲愤，

他不服判决，又提出了

上诉。可是，同样早已

捞到好处的黑心法官，

仍然维持原判。

崔雄吉并没有向不

公正的判决屈服，他带上

从左邻右舍借来的盘缠，

回到朝鲜，向朝鲜高等法

院递交了诉状。朝鲜高

等法院的法官审阅崔雄

吉的起诉书后，不由泛起

同情心。法官问崔雄吉，

要 不 要 请 一 位 辩 护 律

师。崔雄吉很为难地说，

来朝鲜的路费，都是从村

里人借的，哪还有钱请律

师呢？这一案件，终于由

朝鲜法院受理，进行了公

开审判。审判庭里挤满

了旁听者，崔雄吉到庭起

诉。他在众人面前侃侃

而谈，一五一十地陈述了

他们父子在珲春平原建

设引灌工程，开凿水渠，

开拓水田，饱尝千辛万苦

的经历。当讲到他的父

亲被坏人暗害的情节时，

他难抑悲伤，禁不住放声

痛哭。

崔雄吉还详细说明

了 1931 年“九一八”事

变后，被告单方面撕毁

契约，不再提供后期工

程所需资金，由他们父

子筹措所需费用的事实，并严正申

明，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由他父亲和

原告掌握和使用全部资金，并负责

设计和施工。因此，原告理所当然

地应该享受这一灌溉设施的所有权

和经营权。

最后，法庭作出了公正的裁决，

由崔雄吉继承其父理应具有的引灌

工程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工程交付

使用后的收益，由4人均享。审判厅

里的许多旁听者对崔秉焕、崔雄吉父

子在珲春平原开拓水田生产的举动

深表同情和赞扬。不少人当即送衣

送钱，让他作回珲春的路费。

崔雄吉怀着洗刷冤

屈的喜悦，又为异地他乡

同胞们的真诚关怀而感

动。他一回到家乡，不用

说本村的男女老少，就连

新兴、中心、和平、新安坪

等地的人们也纷至沓来，

祝贺他打赢了这场官司，

以异常高兴的心情，分享

北渠灌溉工程的胜利喜

悦。

1933 年春，一个晴

朗的丽日，崔雄吉在太平

洞大石砬子下，亲自开启

了闸门。头道河的清水

欢快地顺着开凿的水渠

流淌，渗进了两侧新开的

水田里。

若干年以后，这里又

发 生 了 值 得 铭 记 的 事

情。由新兴村的许汉钟、

玄昌铉等人倡议，要为在

珲春平原修水渠开水田，

为后代人造福的崔秉焕

立碑，以表后人的感恩、

缅怀之情。邻近的所有

朝鲜族农民都争先恐后

积极响应。于是 5 个村

的朝鲜族农民筹集 200

元钱，为崔秉焕立了一块

纪念碑。据当地老人回

忆，碑石是从朝鲜运来的

大理石，高 140 厘米，宽

70厘米，正面刻有“崔公

秉焕碑”5 个字，背面刻

有崔秉焕带领众人开凿

水渠的业绩。此碑，曾立

于哈达门中心村西部道口。遗憾的

是，这座石碑在几十年沧桑变化过程

中遗失，至今不知下落。然而，崔秉

焕父子为开发珲春平原水田而付出

的心血和创造的业绩，已成为当地人

们心中不朽的丰碑，代代传颂。

（摘自《珲春朝鲜族》）

满族的棺材其状与汉族棺

材不一样，因而称“旗材”。满

族人的丧葬，在入关前仍然沿

袭女真风俗，实行火葬。入关

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普便实行火葬。由于满汉文化

的互相融合，满族渐仿汉族由

火葬改为土葬，但其丧葬仪式

中仍然留有许多本

民族的习俗。

满族人家有丧

事，在院内竖起近两

丈高的木杆，杆上系

挂布幡，幡长九尺，

用 红 布 和 黑 布 做

成。幡的头和尾是

黑面，中间是四条红

布。幡又称“魂幡”，

以示亡者灵魂之所

依，日出挂起，日落

摘下。竖红幡有两

个作用，一是作丧事

的醒目标志，族人从

远处见到后便可赶

来帮助料理。另一

个作用是出殡时作

为前导，代替铭旌。满族有用

红幡布给小孩做肚兜或衣服

的，以示避邪，不做恶梦，免除

疾病的习俗。因此，事后亲友

都争抢幡上的布。

满族不准许在西炕和北炕

死人。死者临终时，必须洗手、

净面、穿好寿装，寿装为单数。

死者入棺前只能从窗户抬出，

因为门是活人出入的地方。入

殡时，可将日常用品及死者生

前爱物放置棺内，入殓后，棺材

即“旗材”停于院中棂棚。

满族原在单日举行殡葬，

后受汉族影响，也择日举行。

出殡时，将魂鸡放在天板的五

指寿头下边。灵柩一经抬起就

不准再落地。到达墓地时，灵

柩需绕墓坑转三圈。下葬后，

死者子女先捧三把土放入墓

坑，然后，别人才能动土。三天

圆坟，七天出魂。第七天晚上，

家人全到别人家住，而请外人

来看家。

死后百天，家人

不除孝服、不剃头。

老 人 亡 后 ，子 孙 服

孝。一般男子腰系白

带子，女人头戴白包

头圈（孝包头），在脑

后打结，垂下两根白

飘带。若一位老人去

世，腰带与孝包头飘

带一短一长，若二老

双亡则带子一般长

短。孙子辈在带子头

加块红布，称为戴“花

孝”。大孝为百日，所

以百日内不除孝服，

男子百日内不刮胡

须，不剃头，以示痛失

亲人之哀痛。到百日时，家人

及亲属备祭品，前往坟前祭奠，

称为“供百日”或“百日饭”或

“烧百天”。

满族墓祭，一年三次。清

明节上坟，不烧纸。农历七

月 十 五 祭 墓 ，需 供 饭 食 、果

品，割除坟头杂草，添土以保

坟。除夕晚上烧包袱，借以

缅怀死者。

满族也同其他民族一样，

把丧葬看作是极其重大和庄严

的事情，不同的地区，丧葬的形

式与内容也不尽相同。

（摘自《珲春满族》）

松饼，是朝鲜族的传统美食。制作松饼，人

们要穿上民族服装，以示对传统饮食的敬意。

据文献记载，上古时期，每年秋夕节，朝鲜

族人们都会用西米制作松饼，祭祀神灵和祖先，

共享丰收的同时求得庇佑。后来，祭祀的传统

逐渐淡化，到了7、8百年前，松饼成为朝鲜族一

种民间节日食品。

松饼由米粉制成。大米经过淘洗后，要浸

泡 6 小时左右；然后用石磨磨成米粉，为了让

米粉足够细腻，磨制过程往往要重复两三次；

米粉磨好后，倒入适当温度的热水，这是制作

松饼的关键，水温低了不筋道，水温高了吃起

来粘牙，温度全靠制作者凭经验拿捏。传统松

饼都是包上豆馅儿，它的外形和饺子很像，但

它不是主食，而是点心；上锅蒸制之前，要将

事先准备好的松针铺在底层，这样蒸出来的松

饼会带着松针清香的味道，松饼的名字也由此

而来。

传统的松饼都是白色，但发展到今天，人们

通常会把蒸熟的南瓜、胡萝卜、菠菜汁等加到米

粉里，这样一来，松饼变得五颜六色，既美味又

漂亮。松饼放凉之后更好吃，一口咬下去，香甜

可口，十分筋道。如今，松饼已经成为朝鲜族人

民佳节团聚的必备美食。

在珲春的抗战历程中，为了应对

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抗日根据地村屯

建立了用于警戒敌人突然来袭的步

哨网，这项任务主要由妇女来完成。

1933年，敌人的讨伐队三天两头

到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由于敌人讨

伐具有不确定性和突然性，给根据地

抗日军民的及时撤离带来很大困

难。鉴于这一情况，各村都陆续建立

了由妇女组成的步哨网。步哨网分

为远岗、中岗、近岗。站远岗的发现

敌人，就在10里外鸣枪；站中岗的发

现敌人，就点火炬明示；站近岗的发

现敌人，就立即跑到指挥部报信。为

了完成警戒任务，有些妇女甚至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

有一天，荒区的反日会会员蔡文

姬同另一名妇女在山顶上放哨，发现

两个讨伐队的特务，肩膀上斜挂着

枪，鬼头鬼脑地探视村里的情况。她

们趴在树林里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

动。那两个家伙，观察了一会儿来往

的行人，就溜回去了，这无疑是敌人

准备讨伐前派来打探虚实的。情况

十分紧急，两个人火速赶回村里，报

告了这一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当

晚，数百名敌人讨伐队杀气腾腾地向

村庄扑来。所幸的是全村人已经及

时撤离，免遭了一场劫难。

烟区的反日会会员徐粉玉为完

成站岗放哨任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

生命。1933年的冬天，在葫芦鳖西北

沟泉水洞，有一天晚上，徐粉玉与另

外两名男同志在战壕里站岗放哨，没

日没夜的工作，三个人实在是太困

了，就合计着轮流眯一会儿。轮到徐

粉玉站岗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月

亮不知什么时候悄悄躲进了云层，稀

稀疏疏的星星无力地泛着一丝丝清

光，渐渐地星星也不见了，大地被乌

云罩上了一层黑纱。忽然，不远处响

起了“沙——沙——沙”的声音，声音

很碎、很杂。徐粉玉立即睁大眼睛，

她想如果是野兽，不可能这样轻手轻

脚，直觉告诉她，对面肯定是人的脚

步声。当时如果她不出声隐藏在原

地不动，就不会被发现。但徐粉玉没

有这么做，她毫不犹豫地开枪发出了

信号。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长

夜，敌人循着枪响的方向猛扑上来，

密集的子弹射向了徐粉玉。徐粉玉

身中数弹，光荣牺牲。听到了徐粉玉

的报警枪声，村里 300 多名群众及时

撤离出去，敌人扑了一个空。徐粉玉

以生命的代价保护了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

（摘自《红色记忆——珲春革命
老区故事汇》）

黑顶子，位于珲春市图们江下游

北岸，处于敬信平原中部地带，是敬信

乡金塘村北的一个自然村庄。于清康

熙五十三年（1714）建屯。西北隔大盘

岭距珲春城约 50 公里，东北距俄罗斯

克拉斯基诺，即岩杵河约 48 公里。黑

顶子名来自于黑顶子山名，黑顶子村

距图们江 7 公里，其右岸为朝鲜庆兴

郡辖境，由黑顶子山至图们江入海口，

中俄边界长约 63 公里，中朝边界长约

80 公里。以黑顶子村为中心，其东南

有四道泡子、六道泡子、九沙坪、圈河、

防川等村落；其西南座落二道泡子、玉

泉洞、鲁田、回龙峰、玻璃洞、朝阳、西

家山、大肚川、白石等自然村落。黑顶

子村周围整个地势，大体呈北高南低，

西北东南长，东北西南窄，由西向东排

列有大小不等的九个自然水泡子。此

地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

产丰富，同时，也是一处水陆要冲，边

塞重地。据考古调查材料证明，这里

分布着古代、辽金时期至清代的各类

遗址、墓葬、城墙等不同时代文化遗

存。以此佐证，很早以前我国东北少

数民族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并

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黑顶子地方原不与沙俄国界相

邻。根据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中俄两

国东临边界以外兴安岭（即斯塔诺夫山

脉）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江为

界”的规定，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

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黑龙江和乌苏

里江是中国的内河。“行政上，外兴安岭

以南、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库页岛，

是黑龙江将军和宁古塔将军（1757年起

改称吉林将军）的辖区。”由此可知，《尼

布楚条约》订立后一段时间内，黑顶子

地方就根本上谈不到国界问题。当时，

它是中国东北沿海腹地，与中俄国界相

距数十公里。

《尼布楚条约》订立后，时隔 160 多

年，即于1858年，沙俄通过不平等的《瑗

珲条约》割去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

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原属

我国领土的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

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口划为中俄“共

管”，使中国失去了对自己领土的神圣

自主权。黑顶子地方，从原来的中国东

北沿海腹地，变成了中俄“共管”地区。

1860 年 11 月 14 日 ，签 订 了 中 俄

《北京条约》。其中规定：乌苏里江以

东地区归俄方，珲春东部边界为“沿珲

春 河 和 海 之 间 的 诸 山 到 图 们 江

口……以东归俄国，以西属中国，边界

线的终点在图们江入海处以上二十华

里的紧靠图们江的地方”。于是，《瑗

珲条约》规定的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

万平方公里由中俄共管的地区遂变为

俄国所有，使黑顶子地方沦落为中俄

边界地方。

几个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使中国蒙

受了极大的领土损失，而沙俄政府仍不

满足。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第三条规

定，1861 年 6 月 18 日开始，中俄双方派

代表在兴凯湖进行勘界会议。开会第

二天，即6月19日，俄方派人到中方营地

“要求将松阿察以西很远的穆棱河流域

作为‘公共之地’”。同月22日，俄方又

要求“于珲春东岸设卡盖房，将珲春作

为公共之地”。俄方的这些无理要求虽

然受到了中方的反对和拒绝，但沙俄政

府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会上行不通，会

后继续在领土问题上做文章，直至达到

罪恶目的。以图们江一处为例，1861年

《勘分东界约记》的附件《乌苏里江至海

交界记文》具体规定在“距图们江口二

十华里的地方”设置土字界碑。但沙俄

利用立碑的机会，背信弃义地将土字界

碑强行设置在距图们江口二十二俄里

（约合四十六华里）的朝鲜城镇边梁子

村对面，从而侵占了更多中国领土。而

且他们又见缝插针，利用兴凯湖勘界会

议互换地图上，所画红线内没有把黑顶

子地方标明的漏洞，进行了侵略活动，

引发了围绕黑顶子地方问题出现的中

俄国际争议。

（摘自《珲春满族》）

⇑安瑞芝纵身跳下的石头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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