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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日斗争中，延边朝鲜族人民

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了近40年，为

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不朽的贡献。

珲春梨树沟朝鲜族人民同延边各族

人民一道，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谱写

了抗日斗争的光辉一页。

梨树沟村位于珲春市区东北

90 千米处春化镇南端珲春河东岸

中俄边界前沿。周围沟岔纵横、山

高林密、地形险要。东距俄罗斯边

界只有9千米。梨树沟部落形成于

1882年前后。当时，朝鲜垦民来到

此地安家，称太平川村。以后人口

逐渐增多。一个个小部落分别坐

落在梨树沟内的沟沟岔岔之间。

至日伪建集团部落时，改称梨树

沟，当时约有120多户，其中朝鲜族

占100多户。

1910 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

整个朝鲜。此后，他们又以各种借

口，把侵略魔爪伸向了中国延边一

带。这使从清末开始背井离乡、移

住中国延边的朝鲜族人民又陷入

了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苦难深

渊，于是以民族解放为宗旨的反日

运动在延边各地兴起。

1911年，曾在俄国沿海州一带

多年从事反日运动的黄炳吉移居

珲春烟筒砬子西沟，继续开展反日

运动。与此同时，著名的反日义士

李东辉等也经常活动在梨树沟、珲

春和俄国沿海州一带，策划各种反

日活动。1913年，黄炳吉等人组织

“基督教会”，以此为合法理由，走

屯串户，在珲春境内组织反日独立

运动。1916年，在反日新文化启蒙

运动中，珲春各地出现了以培养反

日力量为宗旨的许多私立学校。

这时梨树沟村也建立了“振明私立

学校”。学校改革旧制，积极安排

新文化课程，宣传反日思想，成为

培养反日斗争骨干人员、宣传反日

思想的阵地。

1919 年 3 月，珲春各地群众纷

纷行动起来，举行集会，开展示威

游行。梨树沟一带的群众，以“振

明学校”学生为先锋，先后在梨树

沟、太平川、小六道沟、五道沟、洋

金沟、河东等地举行了集会和示威

游行。在集会过程中，朴春景、郑

士章、金官鸿等人还发表了充满激

情的演说，他们声讨日本并吞朝鲜

的罪行，声援朝鲜独立运动。

1919年3月31日，黄炳吉组织

建立了反日群众团体“珲春大韩国

民议会”，由李明淳任会长。同时，

在珲春组织建立了各种反日团体

如大韩新民会、新大韩青年会、复

皇团、激进团、政会部、建国会、爱

国妇女会等。当时梨树沟一带群

众因信仰的不同而参加不同的反

日组织。国民会以梨树沟农民为

主，新民会以太平川群众为主。这

次反日组织成立之后，先后进行了

募捐资金、购买武器、组织武装、训

练队伍等活动。

1920年4月末，黄炳吉、李明淳

等人在塔子沟以“急进团”为基础，

合并“义士团”“炮手团”，建立了

“军务部”。在这前后，梨树沟新民

团武装部队将根据地迁至汪清上

石砚、明月沟等地，参加了当年6月

2日的枫梧洞战斗，立下了战功。

1920年10月，日军进行了野蛮

的“庚申年讨伐”。当时，梨树沟所

有反日武装全部转移，新民团部队

200余人参加了青山里战斗。青山

里大捷后，随大部队转移至俄罗斯

境内。在这次讨伐中，日讨伐队在

梨树沟教堂前杀害了3人，还逮捕

了部分反日活动成员和群众，并烧

毁了振明学校。

讨伐队撤走后，梨树沟村又建

起了“光成学校”。不久，反日志士

们又以此为据点继续进行反日活

动，迎接更大规模的反日斗争，一

直坚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

斗争的开始。

1921 年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

1928 年珲春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

支部。1930 年中共珲春县委诞

生。1932年初，县委派金禹等4人

到梨树沟村建立党组织。同年 3

月，他们首先在梨树沟、河南发展

党员，并建立了 2 个支部。是年 4

月，在梨树沟建立了中共盘区委员

会。一直到1933年3月为止，陆续

建立了大六道沟、土门子，分水岭、

河东等4个支部，大大加强了党组

织的力量。与此同时，中共盘区委

员会引导群众建立共青团、农民协

会、反日会等群众团体，领导群众

开展了各种反日活动。当时春化

一带驻有旧东北军步兵第 68 团所

属三营王玉振部队，珲春县委和盘

区委员会非常重视对这支部队的

争取工作，先后派吴彬等同志向官

兵宣传共同抗日救国的思想。

1932 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

时，盘区委员会组织梨树沟、河南、

太平川等附近村的几百名群众步

行到东兴镇，与王玉振救国军官兵

联合举行了声讨日军侵华罪行大

会。会上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

批斗了亲日走狗白牧师，并进行了

示威游行。

同年10月，梨树沟、中土门子、

河南等地农民在金成凤（中土门子

支部书记）等人领导下，集体策划

批斗中土门子地主杨洛道。

此时，盘区委员会组成了抗日

武装游击队。他们以梨树沟和闹

枝沟附近靠中俄边界的深山密林

为根据地，建造军营，出没各地夺

取日军的武器武装自己，继续与日

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后来被编入珲

春县岭南游击队，使梨树沟成了抗

日游击根据地。1933年1月，日本

侵略者开始向梨树沟在内的全县

各地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冬季大

讨伐”。同年 1 月 24 日晚（农历腊

月二十九），珲春县抗日游击队100

多人在梨树沟进行战前准备，半夜

向分水岭进发。第二天早晨，在分

水岭与日军讨伐队交战，击退敌人

几次进攻后撤离战场，缴获迫击炮

1门，枪支60余支。

1933年5月，珲春县抗日游击队

先后2次埋伏在梨树沟村对岸沙河

子山，袭击来往于珲春至春化间的日

军，击毙了日军中尉等5人。1933年

6月，日本侵略军纠集兵力讨伐梨树

沟游击区。在梨树沟、太平川等村逮

捕党员干部和群众，杀害了梨树沟党

支部书记崔东汉等13人。

同年夏，日军多次讨伐梨树沟

一带。他们见人就杀，见房就烧，

逃难的群众只能整天躲避在山上，

过着艰难的日子。当年秋，珲春县

抗日游击队第二大队在大六道沟

南团山展开伏击战，袭击两辆日军

军车，击毙敌人13名，缴获步枪13

支，白面40多袋。

1934年春，日军继续推行集团

部落政策，强令散居在梨树沟内的

农户和闹枝沟沟口的农民全部集

中到太平川居住，在部落周围修筑

土围墙，并改太平川村为梨树沟

屯。日军组建梨树沟集团部落后，

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切断群众对

游击队的给养以及破坏抗日游击

队与群众的联系，在部落内设立屯

事务所，安排屯长和文书2人，并建

立了“协和会”“协和青年团”“自卫

队”等组织，还给自卫队配备了 20

多支枪。

1935年，日伪军为严密控制边

界线，破坏抗联人员的活动，在梨

树沟屯里设立了30多人的“国境监

视队”。1938 年前后改为“春化警

察队梨树沟分驻所”，人数减少到

10人。同时在梨树沟南面东沟、大

东沟、正沟、闹枝沟等地设置暗哨，

派人“看沟”，人们把被派“看沟”的

人叫看沟特务。尽管这样，梨树沟

抗日活动仍未中断。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红军一

部从正沟进入梨树沟屯，逮捕了 2

名日本“看沟”特务。此时，正是日

本侵略者走向灭亡时期，他们在梨

树沟一带的强权统治逐渐削弱。

是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

投降，梨树沟人民迎来了抗战的胜

利。

（作者单位：珲春市政协）

珲春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一直

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早在康熙五

十三年（1714年），珲春地方开始设

置协领衙门，当时的衙门包拾驻兵

在内共190名。随着珲春地理位置

及政局形势的变化，边境问题日益

敏感，中朝、中俄纷争不断，清政府

增加了在珲春的驻兵，到光绪六年

（1880年），驻兵已达数千人。驻兵

的增加一方面使得驻防得以稳固，

而另一方面，由于防兵来自各地，

尽管骁勇善战，但环境的差异或

“时令不正”，还是造成水土不服，

“每致染受奇疾沉疴难起”。珲春

地处偏僻之区，尽管清政府刚刚开

始解除封禁，鼓励实民团边，施行

全面放垦，但珲春仍是人烟稀少，

偏远穷苦，“人情素安简陋医家本

少而尤罕见名流，药价固昂抑且难

求真品”。在这种缺医少药、恶劣

困难的情况下，驻防军队“不病则

已，病则惟有任其呻吟，坐视残喘

而已。所以然者非忍心也，付之庸

医，不若听之天命之，为愈也往事

历历疏为可悯，至于差操工作，伤

创尤多”。如此艰苦的环境，大大

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和疑聚力，因

此在珲春设立医局已成为当务之

急。

在馆藏历史档案中查不到珲

春正式设立医局的时间，但是从保

存的两份档案内容大体可以推算

出珲春医局成立于光绪十一年

（1885 年）一月。一份是光绪十年

（1884年）十二月，吉林将军在珲春

地方设立医局医官事宜的札文中

提到:“本帮办上月晋省曾与爵督

办面商拟于珲春设立医局以资辅

救。”一份是光绪十一年（1885 年）

一月，正式委任候选知县凌钧焘为

医员的札文。珲春医局创办之初

主要面临经费困难，药料款项尤难

筹措。“据珲防两路统领皆愿先行

筹垫银各一百两借为该局置办药

材之用，将来病者自可按剂取值，

从廉算价，以便接续添买源源相

继，日后或别有更置则存药可以售

脱，变本归还该两军先垫之款，其

余炮制应需器具等项则听该员自

行 斟 酌 ，即 以 垫 款 置 买 以 期 合

宜”。这样在资金上解决了医局药

料之资。珲春医局设医员1人，凡

是军中官兵偶有疾病，都由该医员

诊视并授剂。至于医员的薪水，据

档案记载:“现在珲春拟派医一员，

亦月给薪水银二十三两。”“珲防设

有官医局员，月支薪水二十三两，

由粮饷处发领。”在派医员的问题

上，也是仔细斟酌人选。“至于派员

办理自非医术精通脉理明透者，不

能责任其事。现在候选知县凌钧

焘已竟辞卸营务，该员向在南省名

擅十全理究三指，拟将医局一员即

委该令办理，足能胜任。”

尽管面临如此多的困难，珲春

医局还是坚持下来，它是清政府在

珲春创办的首个医疗机构，它对珲

春地区，尤其是驻防的稳定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随着大量外来移民

的增多，珲春医局医疗救助的不仅

仅是驻防官兵，也解决了平民的医

疗之苦，为维护清政权的稳定、捍

卫主权的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吉林省档案馆）

朝鲜族碟子舞的历史古老而

悠久，是自娱性的舞蹈，关于它的

产生说法不一。据《朝鲜族古典舞

蹈艺术》记载：1900年，朝鲜李朝时

期，景福宫修成后，干活的民工都

非常高兴，他们就伴着《景福宫打

令》长短跳起拍板舞。拍板为手执

可击响的木板，手里各拿一双木板

跳起舞。没有拍板这个小道具时，

就手执小碟击响起舞。另有人认

为它是来自民间的一种自娱性随

意表演，古人把碟子当做娱乐助兴

的打击乐器，在酒席上或者节日

里，人们相聚在一起吃饭饮酒之

后，心情愉悦时即兴拿起碟子跳

舞。据了解只要有朝鲜族居住的

地方都会有碟子舞的身影。碟子

舞是存在于民间的具有普遍性和

大众性的自由舞蹈之一。

朝鲜族碟子舞因舞者双手各

持一对瓷碟翩翩起舞而得名，以抒

发情感为目的，表现朝鲜族人民的

积 极 向 上 和 乐 观 的 性 格 特 点 。

1960年以后，碟子舞开始向舞台化

和艺术化升华。目前，流行的碟子

舞分男、女舞蹈两种，持碟和击碟

方法相同，但舞蹈动作及表情方面

互有差别。碟子舞（舞台化的舞

蹈）是在中国朝鲜族自生的民间舞

蹈，它丰富了中国和朝鲜族民间艺

术舞蹈宝库。2007 年被列入到了

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碟子舞最大的特点是节奏明

快，富有韵律感而且极具爆发力。

碟子舞和长鼓舞、农乐舞一起成了

代表延边朝鲜族的民族舞蹈。

自古以来，珲春河畔以盛产黄

金而闻名。《契丹志》记载，“夫余，

女真之地，盛产金银”。

发源于东北部森林山的珲春河，

向东流至春化后，又折向西南，流经

珲春境内的8个乡镇，沿途汇合大小

支流30多条，最后在三家子满族乡

西崴子村河口注入图们江，总长198

千米。从老龙口到西南岔，绵亘100

余千米，珲春河及其两岸的沟沟岔

岔，沙脉金丰富，统称东沟金场。珲

春河因之亦称“黄金河”。

19世纪60年代，俄国远东地区

沿海州一带正出现空前的“采金

热”，其影响也波及到珲春河畔。

葫芦鳖、塔子沟、西土门子等地产

金的消息传出后，各地淘金人纷纷

涌向这里。

据马滴达乡桃源洞一位朴姓

老人回忆，他的祖父30岁时，来到

葫芦鳖，在密林里悄悄搭起帐篷，

夏季采金挖人参，秋天返回朝鲜故

里。当时，清朝在这里实行封禁政

策，主要路口设“卡伦”，逐一盘查

来往行人。朝鲜人来这里淘金，总

是想方设法躲避清朝地方官吏，一

旦被他们捕捉，便以“金匪”“金贼”

为名受到严厉惩罚，甚至丢掉性

命。朴姓老人一家在 1880 年前后

迁居珲春东沟。朝鲜人在珲春河

畔陆续发现了多处金矿脉。《东北

吉林省经济情况》一书记载，“光绪

十六年（1890年），朝鲜人在珲春太

平沟首次发现沙金后，从此到此采

金者络绎不绝”。

当时，珲春副都统衙门的官吏

们听说东沟盛产黄金后，也起了发

财之心。他们不顾封禁政策的限

制，招募300余名汉、朝等各族淘金

人开矿采金。同时，在吉林府开设

米店，表面上经营粮食，暗地里倒

卖黄金，以 1 两黄金兑换 40 两银

子，大发横财。

1869年，朝鲜北部地区遭受特

大旱灾，田地荒芜，饿殍遍野，饥民

们靠草根、树皮勉强充饥，生活十

分悲惨。这时，朝鲜各地流传中国

珲春是个好地方，“棒打獐子瓢舀

鱼，野鸡飞进饭锅里”。随后，在珲

春河畔发现新金矿的消息也在朝

鲜广为传播。饥饿难忍的朝鲜灾

民，纷纷前往珲春，于是迁居这里

的朝鲜移民也日益增多起来。

那时，清政府封禁政策虽然尚

未废除，但已经宽松了许多。当地

旗人中的“占山户”和绅士，要想通

过采金业发横财，就得有大量劳

力。珲春副都统衙门官吏为了多

收税金，默认大批移民前来定居，

清政府也为了巩固边防，防御沙俄

武装人侵，逐渐以移民实边政策替

代封禁政策，在珲春地区招募大批

移民。

1881年，清朝政府正式废除封

禁政策，在珲春设置了招垦总局。

随后，在珲春东沟设五道沟招垦分

局，配备委员1人，文书1人，夫役2

人，下设春仁、春义、春礼、春信、春

智五社，负责承办招收和管理朝鲜

移民事宜。从此，定居珲春东沟珲

春河流域的朝鲜移民剧增。他们

以采金为主业，到处开设淘金场，

同时也开荒种地，解决口粮问题。

据统计，在珲春东沟5个社中，

朝鲜移民共有501户，耕地2476垧。

此外，还有不少单身的朝鲜人到处流

动从事采金业。珲春东沟的朝鲜移

民在夏季珲春河涨水时，进沟岔里淘

金，枯水期间就在河两岸选定淘金

场。这个时期，来自河北、山东两省

逃荒的农民也逐渐增多。

珲春河两岸淘金最兴旺时，淘金

者约有3000余人。19世纪末到20世

纪初的数十年间，珲春河畔采金热达

到高潮，黄金产量在东北三省占首

位。那时，珲春河畔采金场曾有个奇

特现象，一旦有一处发现新矿脉，淘

金人就云集到那里。他们先交付采

金税后，掘起1平方米的井坑，把土

堆在坑周围，插上红旗，以示有人已

占此地，别人不得强占。一时间，珲

春河两岸到处红旗招展。珲春河因

此得名“红旗河”。

俄国入侵后，吉林将军长顺与

其签订开矿合同，俄国商人获取了

开矿权利，1899 年至 1903 年，开办

了6个金矿。

采金场上，淘金人对采金量是

绝对保密的。自己采了多少绝不

透露，各自采金的实情也彼此不

问。他们最怕的是盗贼，如果让盗

贼探知虚实，不是被洗劫一空，就

是遭绑票勒索，甚至遇害丧命。

朝鲜移民采金作业方法同汉

人的淘金方法有所不同。他们在

矿脉的连接处，先掘出一条排水

沟，把含金沙土撮进水沟里，使沙

土被水冲去，只剩下金沙和小石

子。最后，把小石子拣出去，用金

簸箕淘一淘，就剩下金粒子。这种

淘金方法，用工少、费时短，但有沙

金漏失多的弊端。

此外，还有挖掘采金坑的方

法。那是需要数十人通力协作才

能进行的作业方法。首先挖一口

竖井，在一侧修起台阶，作为出入

矿井的通道。在竖井一定深度遇

见矿脉时，就挖一条宽3尺的平井，

顺坑道每隔四五尺支好坑木，以防

坑道两侧和天棚坍塌。采金时，一

般把3丈5尺至5丈厚的含金层沙

土背上来，放在木槽内以水冲刷，

使金粉沉下而得金子。坑井采金

法因为是规模较大的集体作业，采

金量自然也多。那时，没有瓦斯

灯，坑道里只能靠点油灯照明。

清末民初，在开发珲春东沟采

金业的过程中，朝鲜族人民做出了

很大贡献。曾经沸腾一时的珲春

河畔采金热，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魔

爪伸进这里，逐渐冷落下去。1932

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日军逐步控制

了珲春金矿命脉，垄断了采金业。

自1935年开始了野蛮的掠夺生产，

至1942年，日本人从珲春总共掠去

黄金20148两。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沟附近

相继成立了珲春金矿、小西南岔金

铜矿、春化金矿、塔子沟金矿等。

珲春金矿1966年成立，建矿初期有

150 名职工，其中朝鲜族占 50%。

1987年金矿职工增至614人。1984

年黄金产量突破1万两，17项主要

经济技术指标居全国同行业的领

先地位，成为全国黄金战线的一面

旗帜。现在，紫金矿业有限公司继

续生产。

（作者单位:珲春市政协、珲春
市作家协会）

时光刻痕

边地风情

游在珲春边城记忆

美食橱窗

历史风云

梨树沟村朝鲜族人民反日斗争史话
翟运昌 孙敏

珲春首个医疗机构——珲春医局
柴瑜

朝 鲜 族 碟 子 舞

城市史话

珲 春 东 沟 淘 金 史
翟运昌 孙敏

花花饼子

珲春大事记

⇑花花饼子是一款极具民族风情的满族美食，粗粮细作、味道

丰富、好吃耐饿是花花饼子的特点。

⇑漫花庄园又名健康文化广场，占地总面积20000平方米，内分为广场区、打卡拍照区、公园区及
临街店铺区。广场区设有休闲漫步长廊、室外餐饮地、儿童游玩设施，供市民游客漫步休憩；打卡拍
照区内，金麦穗、草地热气球、复古老爷车、粉红阶梯、月亮亭台等设施布满灯管，夜色下，打卡区成为
光的海洋，吸引大量年轻人拍照；公园区是白天游玩的好去处，狭长的漫步道穿过五颜六色的花海，
与树木一同将不同区域划分开，为游客营造浪漫的小天地；店铺区则是畅享美食的必经地，花厨餐
厅、花心烧烤、公路驿站等店铺为品尝者提供中、西各式美食。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闰五月二十六日正黄旗蒙古

副都统钮楞额奉调补任珲春副都

统，由宁古塔赴珲春城上任途中，

在马莲河遇土匪截袭，中枪弹致

伤，行李物品、马匹、连同副都统官

印皆被掠去。折回宁古塔养治。

五月初 珲春副都统恩泽署吉

林将军。

七月三十日清廷调恩祥任珲

春副都统，恩泽升授黑龙江将军。

是年 珲春发生虫灾、水灾、收

成不足三分。

是年 驻守局子街的靖边军两

个营调往宁古塔，珲春副都统派吉

强军第一营驻防局子街。

是年 副都统恩祥率军政官员

捐集资金，在珲春城设牛痘局。出

示晓谕（布告）：不论旗民一律免费

施种。照章延致医生在衙门东胡

同初姓院内设局施种牛痘。择期

开局，出示晓谕，凡由未出天花之

幼儿预先赴局挂号，按期免费接

种。副都统率军政捐集公费，以资

医药之用。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一月一日一孙树功开设第一

家酒局“同义泉”。

二月二十五日长顺奏报吉林

金矿分布情况。其中，珲春西南的

柳树河、阴阳沟、瓦岗寨、五道沟、

咕咚河均为产金之地。

三月十九日珲春副都统恩祥

被派随长顺帮办吉林边防事宜。

六至七月间珲春地方被大水

灾，灾情十分严重，颗粒无收。尤

其是七月初 10~11 日，大雨滂沱，

日夜不休，以致山水，河水陡涨，冲

刷旗民地亩、房屋、淹毙人口。详

情如下：珲城以东:红溪河南北两

岸、马圈子、哈达门、荒沟一带，旗

人共 595户。

水冲地亩 3948 垧。冲塌房屋

45 间，淹毙人命三口。珲春以西:

东岗子、高力城、大河口、西步江、

南北崴子、南奏孟，旗民共384户，

水冲地亩5763垧5亩。

冲塌房227间。甩湾子、密江、

凉水泉、汪清沟、百草沟、牡丹江、

哈蚂塘、五台、嘎呀河、南岗佃民

131 户，水冲地亩 7066 垧，冲塌房

屋 1793 间 。 淹 毙 人 命 大 小 322

口。旗民人共计1810户，共水冲地

亩 16777 垧 5 亩。共冲房屋 2065

间。共淹毙人命325口（五道沟、和

龙峪、黑顶子尚未计算）这次水灾

一是山水汹涌，二是河水泛滥、水

势陡涨、移避不及，不但禾稼冲毁

无存，而积储与家的财物也尽付东

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