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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亮　 周丽艳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首先揭起守土御敌义旗，冲上抗日斗争第一

线，谱写了中华民族不屈强敌的英雄篇章。 其中，１９３２ 年 ３ 月发生在镜泊湖、宁安一带的

“镜泊湖连环战”就是一场颇具影响的战斗。 但由于时代久远及史料的阙如，以及个别史

料的舛误，关联这场战斗的战绩一直存在争议，甚至因此引发一场司法维权诉讼。 本文广

泛收集和梳理中日双方历史资料，并予以对比认证，力求恢复“镜泊湖连环战”的战绩实

像，使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　 东北抗战　 东北义勇军　 镜泊湖连环战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东北当局的不抵抗命令下，沈阳轻易沦陷，随即辽宁、吉林大部

也沦入敌手。 在东北沦陷在即的严峻时刻，留在东北的部分爱国官兵挺身而出，联合社会各界民众

展开英勇悲壮的抗日复土斗争。 当时，社会各界和媒体将这些自发抗战的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义

勇军①，并予以充分关注和高度赞扬。 如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出版发行的《东北抗日救国血战史》（云光

侠，出版社不详，１９３３ 年）、《东北义勇军概况》（东北民众救国会 １９３２ 年编印）、《还我河山》（时敏，
中国自强学社 １９３４ 年编印）、《东北血痕》（印维廉，中国复兴大学 １９３２ 年版）、《九一八与东北民众

救国军》（东北民众救国义勇军军政委员会 １９３２ 年编印）、《东北抗日烈士传》（王亚，出版社不详，
１９３５ 年）、《东北三省义民血战记》（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 １９３２ 年编印）等大批著述，热情称颂了东

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在中共辽吉黑三省省委的组织领导下，三省中共党史研究机构及社会科学

院系统共同开展东北抗日联军史研究，编写出版有《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东北抗日联军斗争

史》编写组编，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以及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 年陆续出版的《东
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霍辽原编著）、《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 （孙继英编著）、《东北抗日联军第三

军》（刘枫等编著）、《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龚惠、马彦文编著）、《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刘文新

编著）、《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赵亮编著）、《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元仁山编著），《东北抗日联

军第八—十一军》（叶忠辉编著），共 ８ 册。 东北义勇军的抗战是东北抗战的先驱，因此，东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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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满铁对东北的早期经营与 １４ 年抗战关系研究”（１８ＺＳＥ７２２）的阶段性成果。
东北义勇军各部在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中表现出值得赞誉的家国情怀，但 １９３２ 年末遭受日军重兵残酷打击，主力溃散，

部分残余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于 １９３６ 年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东北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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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军的研究也纳入三省学界的视野和研究领域，出版发行了一批相关论著。 其中有《东北抗日义

勇军史》（温永录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潘喜廷等，辽宁人民出

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谭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冯占海抗战纪

实》（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李杜将军传》 （王希亮，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
《王德林传》（王希亮，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抗日救亡》 （孙邦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马占山将军》（《马占山将军》编写组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义勇军松江浴

血》（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等。 此外，还有一批

相关论文、人物传记、回忆录等。 但遗憾的是，由于战乱，东北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留下有价值的档案

文献，加之时代或语言局限，收集日文资料颇为困难，因此大多著述是以残存的敌伪档案、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关内外出版物、部分报刊资料，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党史部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

的口述史资料等作为参考资料，缺少对日本史料的对比认证研究。 尤其反映在战绩方面，一些著述

往往与史实偏差甚远。 其中，“镜泊湖连环战”是争议较大、甚至引发维权诉讼的一场战斗。

一、 原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回忆录及相关著述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８ 日，东北军营长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小城子揭起抗日义旗，组建中国国民救国军

（以下简称“救国军”），倡议东北各界民众值此国难之际万众一心，奋起抗日。 共产党人李延禄奉

中共延和中心县委指示加入救国军①，利用与王德林的旧交关系开展工作。 ２ 月 ２０ 日，救国军集中

兵力攻打敦化县城，在城内哗变伪军策应下，一举攻占敦化城，击毙日军 １８ 人、击伤 ２ 人、俘虏 ２０
人。② ２ 月 ２２ 日，日军出动第四联队一部，在 ３ 架飞机和重炮掩护下反扑敦化城，面对强敌和虑及

城内无辜民众的损失，王德林命令部队撤出敦化城，主力北上向镜泊湖山区挺进。
３ 月 ２ 日，日军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一部奉命前往宁安一带清剿王德林部，同时又有日军独立

守备队第六大队从敦化北进，企图两路夹击，歼灭这支刚刚兴起的抗日武装。 “镜泊湖连环战”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响的。

据原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录记载，敦化战斗后，有群众“告诉我们，日寇关东军

天野少将，已集中了上万关东军，以及辎重团……浩浩荡荡，势在追击我军，气焰极为嚣张”。 为了

迎击日军，时任救国军参谋长的李延禄决定率领 ７００ 余人的救国军补充团到被称作“墙缝”的险要

地带设伏，王德林“把所有库存的手榴弹，都调给我们补充团”，“用 ２０ 匹马，往返运载到我们团

部”。 “墙缝”战斗的结果，“我们总计得到了被火烧毁的枪筒残品 １５００ 余件”，“还搜索出完整无缺

的三八式步枪 ２０００ 多支。 据此，可见敌寇伤亡将近 ４０００，最少也在 ３６００ 人以上”。 随后，补充团

在救国军兄弟部队、铁路工人游击队以及原东北军第二十一旅一部的增援下，又在松乙沟、南湖头、
关家小铺、高岭子等地激战残敌，“敌寇天野少将终于在这里被我们游击队击毙了，总计消灭了敌

人二百左右，从高岭子逃窜出去的残敌不足百人”。 “天野部队号称‘万人大军’，三月十三日耀武

扬威地从敦化长驱直入，就这样沿路为我们所伏击，又加零敲碎打，直到三月二十七日终于击毙了

敌酋，消灭几尽。 前后为期不过十四天”。③

２５

①
②

③

龚惠、马彦文编著：《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序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 页。
温永录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６００ 页。 另据日本资料记载，此次战斗，日军战死

３ 人、伤 １０ 人。 参见「２ 月」、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４０３０２５５３００、歩兵第 ４ 連隊陣中日誌 　 ２ ／ ８ 　 昭 ７ ２ ６—
７ ４ ２１（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李延禄口述，骆宾基整理：《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２１、２３、３６、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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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李延禄的记述，仅就歼敌数量而言，“镜泊湖连环战”无疑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战场最

为辉煌的胜利，甚至可以与后来的平型关大捷以及国民政府军的正面战场媲美。 然而，无论是在

其回忆录发行之前或之后，几十年来，这场胜利一直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史册中记载阙如。 李延禄

在回忆录中解释了这一原因，称吉林自卫军①方面认为补充团属于自卫军编制序列，而且此前李

杜曾拨给王德林部军饷 １ 万元大洋，因此战绩应该由自卫军上报。 但补充团反对，因为仗是补充

团打的，双方争执的结果是，“双方都暂且不对外发表，也不上报”。② 因此，“镜泊湖连环战”的战

绩“被埋没 ８３ 年”。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东北三省学者编写的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史相继出版发行，其中《东北抗

日联军第四军》记载了“镜泊湖连环战”的战况与战绩，但没有认定李延禄在《过去的年代》里“号
称万人大军”被“消灭几尽”的记述。 书中称补充团在“墙缝”“击毙日军松本大尉以下 １２０ 余名”，
在松乙沟“打死（上田支队）３０ 余人”，上田支队进入宁安时，“兵力已损失 １ ／ ３ 以上”。④

为稳妥起见，作者在书稿正式出版前特意征求了李延禄的意见。 时已 ９０ 岁高龄的李延禄没有

对书稿中有关“镜泊湖连环战”的记述表示异议，而是“写下热情洋溢的审读意见”，肯定书稿“如实

地介绍了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抗战、英勇斗争的史实”。⑤ 至少，李延禄的审读意见肯定了东北抗联

第四军战史的“如实”性。
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之际，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广泛深入，首先是网络传播出“镜泊湖连环战”毙

敌数千人的故事，引起媒体及学界的关注。 尤其是地方学者通过现场调研、当事人访问以及资料挖

掘等大量工作，结论是完全肯定李延禄回忆录的准确性，认为“天野成为第一个被击毙的侵华日军

将领，天野旅团从侵华日军编制中消失。 镜泊湖连环战役消灭日寇六、七千名”。⑥ 与此相反，也有

学者通过挖掘日方史料，进行中日史料的对比认证，在充分肯定救国军抗日活动的同时，在战绩认

定方面，基本排除李延禄回忆录中歼敌数千人之说。⑦ 致使“镜泊湖连环战”越发扑朔迷离，引起社

会各界的关注。

二、 中日史料的对比认证

关于镜泊湖、宁安一带的作战，据 １９３５ 年日本参谋本部出版发行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

要》⑧（以下简称“《概要》”）记载，日军有两支部队参与其中。 一支是天野六郎少将指挥的第十五

旅团之一部。 另一支是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大队长上田利三郎中佐指挥的上田支队。 １９３２ 年“２
月 ２８ 日，因吉林军发生兵变⑨，而出现混乱，日侨受到危害。 ３ 月 １ 日，（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二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在王德林起事前夕的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末，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率部击溃于琛澂部伪军对哈尔滨的进犯，并联合

驻哈东北军各部组建起吉林自卫军，在双城、哈尔滨一线迎击日军第二师团。 ２ 月 ５ 日，哈尔滨保卫战失利，哈埠沦陷，李杜率部撤

往哈东一带，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哈尔滨。 王德林起事后，曾表示服膺吉林自卫军的指挥。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吉林自卫军组织三路大军

反攻哈尔滨，王德林被李杜委以左路纵队副总指挥，参与了反攻哈尔滨的战斗。
李延禄：《过去的年代》，第 ７３ 页。
张克等：《被埋没 ８３ 年的抗日大战》，《光明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第 １６ 版。
龚惠、马彦文编著：《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 １３ 页。
龚惠、马彦文编著：《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序言”，第 １ 页。
徐德全、蒋义等：《中国共产党人策划指挥的镜泊湖连环战刍议》，《牡丹江抗日斗争实录》，牡丹江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

员会 ２０１０ 年编印，第 ９７ 页。
王希亮：《“镜泊湖连环战”：抗战初期的一场重大战役》，《光明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第 １６ 版。
参謀本部編纂『満州事変作戦経過の概要』第 １ 輯、偕行社、１９３５ 年。
系指王德林率领所部誓师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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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团长必要时派遣得力部队向宁安方面扫荡‘兵匪’……第二师团长决定派遣以天野少将指挥的

步兵第十五旅团为基干的部队前往扫荡”。 ３ 月 ３ 日，“天野少将指挥的部队……当日黄昏到达

一面坡。 ４ 日晨继续向海林进发，途中未受到敌人阻碍，午后 ４ 时至 ６ 时之间到达该地……６ 日

午后 ３ 时即进入宁安城内……３ 月 ２２ 日撤出宁安一带前，该部担负了维持该地治安的任务”。①

以上内容没有记载天野旅团与王德林部的作战内容，其行动路线也只是沿着中东铁路从海林

进入宁安，大约半个月后撤离宁安。 另据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档案文献记载，１９３２ 年３ 月

２ 日 １１ 时，第二师团师团长在哈尔滨师团司令部发布《作命第 １７６ 号》：“一、在敦化方面逞威的王

德林渐次向宁安方向策动”；二、略；“三、步兵第十五旅团长指挥下记部队”，包括“骑兵第二联队一

小队、野炮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工兵第二中队一小队、师团通信队一部、一号无线机一台、第一野

战医院半部、装甲车一辆、第二野战汽车队（一半）。 明（３ 日）出发前往宁安……到达宁安后在该

地附近设置前进机场”；“四、配属关东军飞行队一部，翌（３ 日）搜索方正、一面坡方面状况，并与步

兵第十五旅团联络”。②

解析以上作战命令，天野指挥的作战部队总计为一个大队、两个小队，另有通信队、汽车队以及

装甲车、野战医院人员等。 大队相当于营的建制，一般为 ５００ 人左右，两个小队（相当于排）１００ 人

左右，总人数应不超过 １０００ 人。 而且，天野部队受命的最终目标是侵入宁安，没有南下镜泊湖山区

作战。
关于上田支队，《概要》记载，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命令，３ 月 １７ 日“以（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

队）大队长上田中佐为首编成上田支队，令其‘扫荡’敦化至宁安间的‘匪贼’后进入海林，再经中

东铁路返回长春”。 ３ 月 １９ 日，“上田支队从敦化出发，主力经镜泊湖东侧地区，另一路沿镜泊湖

西侧地区前进。 ３ 月 ３０ 日到达海林”。 此期间，上田支队“在南湖头、东京城、宁安及海林一带进

行了十次战斗，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上述战斗中我方战死 ２６ 名，负伤 ３９ 名”。③ 《概要》是公开出

版物，对日军伤亡人数当有隐瞒或缩小，但涉及作战时间、地点以及作战场次等记载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另据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记载，“关东军司令官命令以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为基干，率步兵

４ 个中队于 ３ 月 １９ 日从敦化出发，经镜泊湖东部地区扫荡该地‘匪贼’，（然后）向海林前进……３
月 ２１ 日下午二时，以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为基干之部队，在镜泊湖南部地区与拥有火炮的六七百

‘兵匪’交战，将其击退……我战死下士官以下 １５ 人，负伤将校以下 １４ 人”。④ “３ 月 ２３ 日，大队主

力（三个中队、右翼纵队）在镜泊湖南湖头东部高地击退 ３００ 余敌，后向东京城追击，道路崎岖，大
行李移动不便（鹰岭附近，通过该路段约 ７ 个半小时）。 该日中午时分到达松乙沟河谷露营。 ２４ 日

晨出发，沿松乙沟———板子房———东京城道路前进，一个半小时后，遭遇 ５０ 余 ‘兵匪’ 埋伏阻

击……我战死士兵 ２ 人，负伤下士官以下 ６ 人”。⑤ “２４ 日，我独立守备队一部在东京城西北附近，
被千余‘兵匪’三面包围，交战彻夜。 ２５ 日，在飞行队协力下攻击前进……此次战斗我战死今林中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田琪之译：《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 １ 卷，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３８ 页。

「３ 月（１）」、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４０３０２５５４００、歩兵第 ４ 連隊陣中日誌　 ２ ／ ８　 昭 ７ ２ ６—７ ４ ２１（防

衛省防衛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 １ 卷，第 ４３ 页。
「参一発第 ３４ 号」、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４０３０１１６１００、時局通報　 昭 ７ １ ６—８ １ ２０（防衛省防衛研

究所）。
「支那時局報　 反吉林軍討伐状况（時局報第 ４４ 号続）第 ４８ 号」、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９１２３２０４３００、

昭和 ６ 年 １２ 月以降昭和 ７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まで　 支那時局報　 第 １ 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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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 １ 人，下士官以下 １０ 人，负伤官兵 ３５ 人”。① “２５ 日，右翼纵队驰援左翼纵队……经镜泊湖东约

２０ 公里之金坑，当日 １１ 时到达东京城东部，与飞行队协力驱逐王德林小队。 ２７ 日，在七间房击退

约 ３００‘兵匪’。 当日下午 ５ 时，在吉林步兵第 ２ 团欢迎下进入宁安”。② “３０ 日晨，独立守备队一部

从宁安出发途中，在宁安北约 １２ 公里处遭遇王德林部五六百‘兵匪’，遂包围之，予以彻底打击，我
战死 ３ 人，负伤 ８ 人……该队在海林附近宿营，盘踞在该地附近的‘兵匪’约千余人，与我对峙。
又，宁安方面一部分‘兵匪’因我部队北进，向间岛北部方向退却”。③ “４ 月 ２ 日，我装甲列车在海

林南部约 １５ 公里处因‘匪贼’破坏铁路脱轨，独立守备队步兵第六大队前往救援，途中遭遇四五百

之敌，击退之，我战死 ２ 人，负伤五六人”。④

以上日方档案资料表明，与王德林部交锋的日军主要是以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为基干的上田

支队，总兵力 ４ 个中队（相当于 ４ 个连）。 以上仅就能够查到的 ６ 次战斗（《概要》记载进行了 １０ 次

战斗）统计，上田支队在“镜泊湖连环战”中战死 ３３ 人，负伤 ６８ 人，合计 １０１ 人。 上田支队在其他

４ 次战斗的伤亡人数不详。⑤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编辑出版了一部《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以
下简称“《血战史》”），较详细地记载了这场战斗。 ３ 月 ４ 日，天野旅团“携有平射炮 ４ 门，迫击炮 ６
门，轻重机关枪共 ４０ 余架，宿营于（海林）车站附近”，遭到驻防海林一线的救国军刘万魁团突袭。
此次战斗计“毙敌 ８４ 名，（救国军）阵亡杨团附、吴营长、黄连附以下 ２６ 名，负伤 ２３ 名”。⑥ 天野旅

团缩进宁安坚守不出。
关于“墙缝”战斗，《血战史》记载“计毙敌 １２０ 名，负伤数目不明”，“我军阵亡连长卓景福、连

附卢庆以下 ９ 名”。 “墙缝”战斗后，上田支队转向镜泊湖南湖头，救国军孔宪荣、姚振山等部在这

里设阻，“计毙敌 １３２ 名”，“我军阵亡 １５ 名”。 随后，上田支队兵进鹦哥岭，“施放硫黄弹焚烧山

林”，“救国军连长朴永和以下 ９０ 名官兵殉国”。 救国军在此次战斗中“毙敌 １３ 名，获三八式枪 １２
支，子弹 ３０００ 余粒”。⑦

据李延禄回忆录记载，关家小铺战斗（即日方史料中的“宁安北部”）前，救国军因连续战斗不

断减员，武器弹药也几乎告罄。 时在绥芬河驻防有东北军第二十一旅第六六〇团，旅长张治邦也投

身抗日行列，兼任吉林自卫军左路总指挥。 李延禄遂前往绥芬河求援。 张治邦于是选派有“赵子

龙”之誉的勇将张永铭连长率一个连前往增援。⑧ 战斗打响后，张永铭连与救国军补充团同仇敌

忾，再次痛击上田支队。 但抗日军也在激烈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笔者曾拜访过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兵匪討伐隊の情況」、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Ａ０３０２３７６３２００、各種情報資料·上海並満洲事件ニ関スル
新聞発表（国立公文書館）。

「支那時局報　 反吉林軍討伐状况（時局報第 ４４ 号続）第 ４８ 号」、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９１２３２０４３００、
昭和 ６ 年１２ 月以降昭和７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まで　 支那時局報　 第１ 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文中的“吉林步兵第２ 团”当为吉林伪

军。 该文档载，天野旅团已奉命于 ３ 月 ２２ 日离开宁安，２３ 日“从海林利用铁路”，２４ 日到达乌吉密，前往方正一带攻击吉林自卫军

各部。
「独立守備隊寧安、海林方面兵匪討伐」、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Ａ０３０２３７６５３００、各種情報資料·上海並

満洲事件ニ関スル新聞発表（国立公文書館）。
「参一発第 ３６ 号」、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４０３０１１６７００、時局通報　 昭 ７ １ ６—８ １ ２０（防衛省防衛研

究所）。
据《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 １９３３ 年编印）记载，击毙上田支队 ２９１ 人。 据《东北抗日

联军第四军》记载，击毙上田支队 １５０ 人。
《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第 １２、１３ 页。
《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第 １８、２０、２１ 页。
张治邦：《我在吉林自卫军左路军中抗日的一段经历》，《义勇军松江浴血》，第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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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九旬的张治邦老人。 据他回忆，在关家小铺战斗中，张永铭连长以下 ７６ 名官兵英勇捐躯，只活

下司务长以下 １１ 人。① 《血战史》记载，关家小铺战斗“毙敌 ２６ 名”，“李参谋长部下阵亡张连长以

下 ６３ 名，丢失步枪 ５０ 余支”。②

以上，仅据《血战史》记载，救国军在“镜泊湖连环战”中击毙日军 ３７５ 人（包括在海林击毙天野

旅团的 ８４ 人），救国军方面有 ２０３ 名官兵将一腔热血洒在白山黑水。③

三、 余论

综合以上中日文史料对比分析，“镜泊湖连环战”的主要敌手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大队

长上田利三郎中佐率领的 ４ 个中队的日军。 该股日军兵分两路从敦化出发向宁安、海林一带压迫，
在入侵途中遭到包括补充团在内的救国军各部以及吉林自卫军一部（第二十一旅）的阻击、伏击和

骚扰。 上田支队损失惨重，仅据目前能够查找到的日文史料，死伤人数至少在百余人以上（另有几

场战斗无资料可考）。
李延禄回忆录称，“镜泊湖连环战”大捷之所以没有上报，是因为救国军和吉林自卫军双方争

执不下，结果双方商定不对外发表，也不上报。④ 但《血战史》是救国军入关后组织人员编写的，已
经不受双方商定“不对外发表，也不上报”的时限约束。 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如果“镜泊湖连环

战”确实击毙天野旅团长以下数千名日军，《血战史》正应该大书特书，没有必要隐瞒或缩小救国军

的“辉煌战绩”，这不符合常理。
九一八事变当时，关东军战斗兵力约 １ 万人，包括第二师团的两个旅团和 ６ 支分别驻守南满铁

路沿线的独立守备大队，另有飞行队、宪兵队、重炮兵大队、野战医院人员等。⑤ 此外还有一支擅自

越界的朝鲜混成第三十九旅团，“担任奉天城内外的警备”。⑥ 很难想象，关东军能抽调所有占领区

（除奉天的第三十九旅团）及满铁沿线的部队组成“万人大军”，去专门对付王德林部。⑦ 《血战史》
也记载天野率领“日兵千余名”。 因此，“歼灭天野旅团长以下六七千人”之说碍难成立。

另外，关于天野旅团长是否被击毙之说，据《血战史》记载，３ 月 ２９ 日早，“日军司令田（天）野
少将自宁安乘飞机逃回哈尔滨”。⑧ 日文史料载，１９３３ 年 ５ 月 ５ 日，已返回日本的天野致电日本陆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张治邦：《我在吉林自卫军左路军中抗日的一段经历》，《义勇军松江浴血》，第 ２０ 页。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笔者拜访在昆明

的张治邦先生（时为云南省政协委员）时，张说，李延禄把我的部队番号、名字以及张连长的名字都记错了。 我在绥芬河的部队是

六六〇团，我叫张治邦，派出的连长叫张永铭，李的书里把我的部队写成“６００ 团”，我的名字写成“张振邦”，张永铭写成“张宪廷”。
《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第 ２４ 页。
按照张治邦的回忆，关家小铺张永铭连阵亡 ７６ 人（《血战史》记载 ６３ 人，第 ２４ 页），救国军阵亡总数应为 ２１６ 人。
李延禄：《过去的年代》，第 ７３ 页。
据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公布的九一八事变相关史料「各部隊人馬装備等一覧表（極秘）」记载，关东军第二师团下辖第

三、第十五旅团，两旅团分别辖领第二十九、第四、第十六、第三十联队，师团司令部直辖骑兵第二中队，炮兵第二大队、工兵第二小

队及临时通信队。 全师团军官 ２４１ 人，下士以下官兵 ４１０８ 人，总计 ４３４９ 人。 参见「中野史料（１） 　 满洲事変関係資料（１）」、
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２１２００４９４００、中野史料（１）満洲事変関係資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 １ 卷，第 １３ 页。
当时，对关东军最大的威胁是部署在哈尔滨东部珠河、延寿、方正、一面坡一带，准备反攻哈尔滨的吉林自卫军各部，包括

原东北军第二十一旅、二十二旅、二十四旅、二十六旅、二十八旅及吉林省卫队团等数万人马。 而王德林部当时不过数千人。
《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第 ２４ 页。 据日文资料记载，３ 月 ２１ 日，多门师团长命令“步第十五旅团长指挥所部（另配属

三号无线机）于（３ 月）２３ 日前将兵力集结到乌吉密，并向同宾前进”。 说明“墙缝”战斗后第十五旅团仍然继续参与军事行动。 「３
月（１）」、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４０３０２５５４００、歩兵第 ４ 連隊陣中日誌　 ２ ／ ８　 昭 ７ ２ ６—７ ４ ２１（防衛省防衛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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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大臣荒木贞夫，报告“满洲”作战情况。① 可见中日史料都证实“击毙”天野说不能成立。 事实

是，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第二师团（含第三旅团和第十五旅团）是驻防中国东北的唯一一支野战部

队，因此也是进犯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哈东等地的主力部队。 从 １９３２ 年中期开始，日本相继向

东北增派近 ４ 个师团，第二师团则于 １９３３ 年初换防撤回国内休整，天野旅团随同第二师团回国。②

１９３４ 年，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编入预备役，１９６４ 年病故于日本。③

东北义勇军是以未入关的东北军爱国官兵为基干，汇聚了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包括部分爱

国士绅、工农民众、知识分子以及绿林武装所组成的松散的抗日武装。 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义无反

顾，洒血捐躯，在中国局部抗战的史册上书写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然而，正是由于东北义勇军的组

成复杂，领导体系众多，加之大规模对日作战的时日比较短暂（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１９３３ 年

初），因此 １９４９ 年以来，有关东北义勇军的研究并没有纳入党史或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日程。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东北各省市成立中共党史征集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征集革命史资料，其中包括部

分东北义勇军史料，多是幸存在世的东北义勇军官兵的口述史资料。 这部分资料因距离那个时代

并不久远，有一定的可信性，但遗憾的是其中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失。 另外，沦陷时期东

北地方政府被日伪政权取代，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被视为“叛乱”或“匪贼袭扰”，所以正面记录

东北义勇军抗日活动的档案文献极为少见，留存下来的只有一部分日伪垮台时未来得及焚毁的

“匪警情报”。 再就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关内各报刊、出版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出版发行的刊物、
书籍等，其信息源多来自进关的东北义勇军官兵的传播、介绍或报告之类。 日伪当局为宣扬日伪军

的“赫赫武功”，编纂出版过一批《概要》 《传记》 《巡礼》之类的资料，多是宣扬日伪军的“英勇善

战”，贬低和诬蔑抗日义勇军。 不过，这些资料对于了解和考证敌我双方的交战时间、地点以及东

北义勇军的构成、人数、领导人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日本利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平台公布了战争时期的部分档案资料。 这些资

料在当时大部分属于保密级文档，有相当的可信性和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作为中日史料对比认证

的重要资料源。 轻视或盲目排斥日文资料，以及偏重或者盲目轻信日文资料都是研究事业之所忌。
抗日战绩是中国千百万爱国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遗产，可以转化为激励各族人民奋

发图强、振兴中华的精神财富，当然前提必须是真实的。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失去

政府的领导、援助和支持，面对的却是以日本国家为背景的强大的关东军。 实在难以想象，如果一

次对决歼敌百余人，甚至数百人，他们该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和牺牲。 从这个意义上说，“镜泊湖

连环战”有组织、有谋略、有配合、有牺牲，不失为东北抗日斗争史上值得称颂的典型战例之一。 因

此，在缅怀和研究先烈们英勇悲壮、前仆后继的抗战业绩时，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也没有必要忽

略历史事实，主观推断或盲目放大。 如此，才能真实地展现中国抗日战争的惨烈和悲壮。

〔作者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丽艳，哈尔滨金融学院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研部讲师〕
（责任编辑： 马晓娟）

７５

①

②

③

「機密書類進達の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２６８０６００、昭和 ８ 年「陸満機密大日記 １ ／ ２」（防衛省

防衛研究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师团开赴太平洋战场，在瓜岛遭受重创，日本宣布投降后在西贡缴械。 战后，日本自卫队恢复了

第二师团的编制，其番号至今存在，司令部设在旭川。
外山操編著『陸海軍将官人事総覧』、芙蓉書房、１９８１ 年、１９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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