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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红色文化大学习、大弘扬活动蓬勃开展，使我积累
多年已沉淀心底的一些革命斗争故事又翻腾起来。其中人
称刘胡兰式烈士的米志舟的事迹，更让我按捺不住讲述出来
与大家分享的欲望。

烈士资料
一无所有

2003年春夏之交，我应栖霞市政协和教体局之邀，执编
《栖霞教育》（栖霞文史资料第十辑）一书。一天，一位年近8
旬的李姓老人，拖着病体走进编辑室，满含眼泪地说：“抗日
战争期间，栖霞有一个叫米志舟的区文教助理，因做地下革
命工作，被敌人拘捕，在严刑逼供面前坚贞不屈，最后肢体被
大卸八块，壮烈牺牲。教育文史可不能不写他呀！”可当我向
这位老人索要这位米助理的相关资料时，老人却说，时逢兵
荒马乱，只是口口相传，相关资料一无所有。当时我想，提供
不出资料如何立传入书呢？老人临走时，突然想起一点，说

“米助理是靠近栖霞的海阳人”。我们深为教育界出了这样
一位英雄而骄傲，为对历史和先烈负责，决定立项调查。

大海捞针
终有发现

为了弄清米志舟的身世，我首先通过“114”查询台找到
海阳靠栖霞最近的徐家店镇政府的电话。在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找到几个有米姓人家的村庄和村党支部书记的电话。
有了这条线索，通过调查，得知前槐山村确有个米志舟烈士，
又在村里找到他的近支米登升，了解到米志舟有一遗孤米仁
昌，50年前离家，后就职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们设法找到
了他。

米仁昌与年过8旬的母亲（烈士遗孀）一起居住。母子虽
对烈士生前事迹知之不多，但给予了很好的配合。米仁昌来
信谈到他对父亲的印象：

那时我还是牙牙学语的幼儿，只记得父亲有一次回来，
教我唱了一首童谣：“磨磨刀，磨磨镰，杀了日本好过年！少
擦胭脂少擦粉，省出钱来打日本。”据母亲的回忆，父亲原名
米志舟，字顺之，又名米登瀛，以字行世。1922年正月23日出
生于海阳县前槐山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自幼勤学，爱集
体，有家国情怀。1940年初，胶东抗日军政学校第六期（胶东
抗大组建之前）毕业后，被派往栖霞一个区公所任文教助理
兼任小学校长，自此很少回家。一年大年三十，突然与几个
同事一起回来了，母亲乐不可支，以为能在家过个团圆年，可
父亲说，他们只是执行任务，路过本村，顺便来家看看，不能
耽搁，得马上走！全家人大失所望，刚会走路的我，哭着一直
追到大门口，父亲把挂在腰间的一个绿色搪瓷茶缸摘下来，
给我留作纪念，头也没回地走了。后来，茶缸被母亲赠送给
村里支前的小伙子们，父亲却再也没回来，仅此而已。

追寻烈士足迹
终现英雄本色

由于年代久远，知情者甚少，为调查带来一定的困难。
幸亏米仁昌后来的来信，又提到母亲记得丈夫生前在周家沟

村呆过。根据这个线索，我从栖霞的960个村庄中找到了周
家沟——一个隐蔽在重山密岭中的小山村。经过这个村古
稀老人的回忆，1943年前后，为了抗战需要，村里曾有一所由
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完全小学。周围十几个村庄的孩子都
到这里读小学高年级，校长是区文教助理兼任，名字叫米顺
之。顺着这个线索，我经过多种途径地毯式排查，在城里找
到曾就读于这所学校的几位老人，他们对米校长的爱国主义
教育及平易近人、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记忆犹新。而且他
们看了米仁昌寄来的为母亲庆80大寿的“全家福”照片，异口
同声地说：“他们父子的模样非常相像。”然而米校长所作的
秘密革命工作和牺牲的过程，当时还在孩提时代的他们，依
然说不清楚。

为解开谜团，我根据米仁昌来信提到的“父亲与区长执
行任务途中遇敌”的线索，从《中共栖霞组织史》中查到周家
沟村时属唐山区（11区），时任区长叫隋国林，籍贯是苏家店
镇的一个村庄。经过采访隋国林的亲属和近邻，了解到1943
年农历8月12日隋区长曾回家一趟，因还有3天过中秋节，
家人留他过了节再走，可是他说“有重要任务要去完成，不能
过团圆节了”。结果第二天隋国林与米校长一起在十甲村遇
敌，他当场中弹倒下，在抬送抢救途中牺牲。米校长被捕的
时间确定了。

根据这一重大发现，我们编纂组到十甲村调查，找到目
击枪杀场面并抬送负伤区长的86岁老党员泮士林。在他的
回忆和导引下，我们又相继采访了敌人劫持米志舟后所辗转
的十几个村庄的几十个人，尤其在鹭翔村的座谈会中有更大
发现。为了找到文字佐证，我又申请查阅了公安局档案室保
存的绑架、枪杀米志舟刽子手的在押犯人的口供，终于将米
志舟牺牲的来龙去脉弄清。

1943年农历8月13日上午，米志舟与区长隋国林一起
去离周家沟十余里（距十甲村只3里路）的黑陡硼村秘密召开
临近村庄八路方面（当时敌、我、顽三角斗争，每村有3套干
部）的干部会议，布置抗日宣传和发动群众抗战到底的工
作。傍午会议散后，为了及时赶回驻地，米志舟与隋区长抄
山路走。走到十甲村西北隅的场园附近，突遭伪三区队便衣
特务的袭击。区长中弹倒下之后，米志舟被两个“便衣”扭绑
着架走，押送到50里以外敌人盘踞的丁家寨区（6区）一带村
庄。敌人对他严刑拷打、逼供、劝降，但米志舟对党的机密守
口如瓶，并义正辞严地告诉敌人：“我是共产党，八路军！我
宣传抗日救国，何罪之有！”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万岁”等口号。正在敌人黔驴技穷、恼羞成怒之
际，伪三区队反动武装在榆格庄村西塂被八路军某部打了个
措手不及，伤亡惨重，敌头目的得力保镖周某也被击毙了，所
余残部潜逃至距榆格庄3里路的鹭翔村东北角场园上，为周
某的死招魂祭悼，伺机报复。恰在此时，米志舟被押解进村，
成为他们泄愤的目标。他们将米志舟百般拷打折磨之后，砍
去双手，拉到离会场100米左右的东北沟，开枪打倒，见未殒
命，又丧心病狂地用石头向他猛砸，年仅22岁的米志舟遂即
浸染在血泊里。他随身所带的《胶东青年》刊物及化妆用的
妇女发髻等物件，尽数落到敌人手里。事后，伪村干部喊人
将米志舟的遗体就地掩埋。但他们怕被八路军方面侦察到
底细，又雇人连夜移尸于村西北部的沙河套里，结果还是被
该村在外面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徐孟华暗访出米志舟埋葬
的详细地点。过了10天左右的一个夜晚，栖霞党组织组织人

力将米志舟的遗体从河套里起出，连夜用接力搬运的办法，
秘密运回海阳安葬。一路安排周密，第一杠先运到唐山区
（11区）最南端的一个村庄丘格庄，又换人抬至今蛇窝镇的中
马家河村。时值全县革命老区教师在这里举行秋季训练班，
入殓过后，与会人员举行了庄重的追悼仪式。在满天星星的
闪烁见证下，接力交替，终于将烈士遗躯运到海阳境内今徐
家店镇前槐山村东茔秘密安葬。

此后烈士的遗孀刘淑贞独立将孤儿抚养长大成人。因
对烈士的事迹不详和家庭成分的关系，她受过多年精神上
的折磨。在烈士牺牲60年之后，老人终于“看到”一个英勇
不屈的丈夫，一个虽死犹生的丈夫，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
女，是胶东抗日军政学校的优秀学子。若烈士地下有知，也
应含笑九泉。

子承父志惟愿报国
一纸祭文光耀千秋

米志舟的遗孤米仁昌，虽然只对父亲留下了模糊印象，
但从懂事起，他就意识到父亲的一生尽管短暂，但所做的一
切都践行着报国之志。为了寻求父亲走过的路，继承父亲旳
未竟事业，上世纪50年代初，他与母亲就相继投靠了比父亲
参加革命还早的姨夫，辗转于上海、北京，读完了大学，最后
被分配到张家口探矿机械总厂工作，成为新中国首批参加工
业建设的知识分子。还在读书期间，米仁昌就与母亲相依为
命，靠双手自食其力。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像父亲的革命生
涯，企望了解父亲生前的事迹，每次与母亲谈起父亲，都要打
破砂锅问到底，但每次得到的回答都只是只言片语。因为父
亲参加革命后，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也为了家庭的安全，很少
与家人联系。为此，米仁昌通过绿色的邮筒投给地方各级政
府不知多少信函，但由于目标不明确，每次都是泥牛入海无
消息。即使目标明确，也正如提供线索的李姓老人所说，时
逢兵荒马乱，只是口口相传，上哪里去寻找资料呢？然而，我
们伟大的党，不会忘记每一位为革命作出牺牲、付出代价的
人。一部《栖霞教育》文史为烈士遗孤了解父亲带来机遇，为
宁死不屈的烈士展现英姿提供了平台。当米仁昌从电话里
得知栖霞文史编辑要广泛征集他父亲的革命事迹载入史册
的消息后，他激动万分，泪如泉涌。此后的日子里，他与文史
编辑组鸿雁传书，紧密配合；他们母子苦心回忆，发来的每一
条线索，都为编者的调查辟出一条新的蹊径。编者也把调查
获得的每一个细节反馈给他，又为他们完善亲人的革命形
象，增添了一份鲜活的血肉。历时半年多，米仁昌满蘸热泪，
六易其稿，按照文史稿件亲历亲见的格局，撰写成3000余字
的《怀念我的父亲米志舟》一文，充实于栖霞教育文史“人物
选萃”栏目之中，圆了他们母子60年来苦苦追逐的一个梦，了
却了第一位提供征集线索的李姓老人的一个心愿（后得知这
位老人是教育界离休干部李鸿儒）。作为这次文史资料的征
集编纂者，我们的工作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米仁昌感
慨地说：“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拿我亲撰的祭文，到父亲墓
前告慰，让他的精神光照千秋。”

为了教育子孙后代永远高举父辈的革命旗帜，米仁昌又
携妻魏元齐亲赴栖霞，寻访父亲的足迹，凭吊父亲工作过的
周家沟小学遗址，并以诗记。

今年是米志舟烈士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之。

遭遇海难

我的舅舅原名叫姜文君，1902年出生在海阳县大辛家乡冷
家庄村一户普通的渔民家庭里。小渔村的人祖祖辈辈都以捕
鱼为生，舅舅很小就跟随父辈出海捕鱼，风里浪里多年历练，成
了出名的好舵手、撒网捕鱼的行家，加上他为人善良、做事公正
果断，被渔民兄弟们尊崇为船把头。有一年深秋的一天，他和
同村同船的几个渔民兄弟在大海里捕鱼时，遇上了狂风暴雨，
他们的渔船被巨浪给掀翻。舅舅和其他三个水性好的渔民兄
弟跳上了小舢板，互相鼓励着，在大海里漂浮了五天，在奄奄一
息的绝望中被路过的一艘天津大货船救起，就在货船上做起了
装卸工。

两个多月后货船停靠到天津码头，舅舅四人被送到海难救
助站验证身份。救助站给他们买好了回烟台的火车票，还给了
每人10块钱的饭钱。舅舅拿着这10元钱先去买了一顶新的礼
帽，也算是衣冠整齐地回家见父母亲人。火车从天津站驶出，
咣当咣当地行驶了两天，到达烟台站时，已经是大年三十的早
上了。舅舅下火车后对其他三个人说：“咱们今天无论如何也
要走回家去，让家里的老少过个年。”同伴们都是一样的心情，
二百多里的路程，他们四人紧走快赶，走到冷家庄村时已经过
了半夜，迎接新年的鞭炮都放过了。姥爷本以为儿子回不来
了，刚给他烧完纸，脸上的泪水还在流着，突然听到院门外的敲
门声。姥爷跑到院门口打开门，舅舅从院门外大步迈进院里，
在我姥爷跟前扑通一声跪下，哭着说：“爹，过年好！儿子给您
磕头了！”

宁静的小渔村，此时此刻，四个遭遇海难后活着回来的渔
民家里，家家户户鞭炮齐鸣。几个时辰后天蒙蒙亮，舅舅拿着
铁锹扛着镐头去家族坟地，把他的衣冠冢墓给扒平了。

忠骨埋他乡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胶东特委于1935年领导农民举行
了震惊中外的“一一·四”武装暴动，沉重打击了反动地方政府
和土豪劣绅，唤醒了广大民众，扩大了革命影响。1937年12月
24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和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揭开了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舅舅在他的指路

人、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15团团长于得水的介绍下，于
1939年初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胶东地区最早的地下党负
责人之一，领导着八路军战士打鬼子捉汉奸，是胶东地区赫赫
有名的八路军干部。当时在海阳县境内一提起八路军“大老
姜”，敌人闻风丧胆，老百姓翘首企盼。

听妈妈说，因为舅舅的关系，家里人遭受过巨大的灾难，不
管是日本鬼子扫荡还是国民党军队开进冷家庄，姥爷家首先遭
殃。家里的房子被烧过，炕被扒过，姥爷被五花大绑过，姥姥和
舅妈被枪托打过，舅妈的头被打得鲜血直流，头上的刀伤到她
临终时还有痕迹。

1945年8月，党中央从山东老根据地抽调3000名干部赴
东北抗战前线开展工作，舅舅是其中一员。舅舅开赴东北抗战
前线时是八路军的一名团长，他临出发前的一天夜里秘密回到
冷家庄村，看望了父母及妻儿，他对妻子说：“我如果能活着回
来，那时候全中国就都解放了，咱们就能过上太平的好日子
了。如果我回不来，你也放心，共产党会带领老百姓过上好日
子。”他又抚摸着炕上熟睡的一儿二女说：“这些孩子有福，共产
党会让他们有饭吃有学上，党组织会帮你把他们都拉扯大。”舅
妈对丈夫的话深信不疑，她深信她的丈夫很快就会回来，丈夫
回来后就能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他们一起把儿女养育长大。
舅舅告别亲人后和他的战友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从莱阳火车站
出发去了哈尔滨。

舅舅到了哈尔滨化名叫姜乐天。根据《山东省海阳县革命
烈士英名录》的记载，舅舅到了哈尔滨的所在单位是黑龙江军区
后勤部，成为专门负责部队粮食调运的干部。1946年秋季的一
天，他带着一名警卫人员从哈尔滨三棵树火车站去绥化县执行任
务，下了火车后按照联络方式前去接头，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
饭馆内遭遇特务跟踪暗杀。舅舅和他的警卫员与特务展开了殊
死搏斗，因寡不敌众身负重，被当地党组织营救后，安置在一位可
靠的老乡家救治，因失血过多第二天壮烈牺牲，年仅42岁。当时
党组织把舅舅在绥化牺牲的消息，秘密通知给在哈尔滨谋生的亲
友，本村的本家亲友姜胜恒去绥化县简单料理了后事，把舅舅埋
葬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叫“吉古寺”（谐音）的地方，按照当地的
习俗用一块木板写上舅舅的名字，插在坟头前算是临时墓碑。到
了“三七”祭日时，姜胜恒按照家乡风俗去绥化县给我舅舅烧“三
七”，到了那里才知道，前几天在此发生过战斗，我舅舅的墓地已
被炮火炸得面目全非，一片废墟。

2013年我受舅家表姐的委托寻找舅舅的具体埋葬地，遂写
信给绥化市政府求助，通过绥化市地志办领导的帮忙，得知70
年前绥化火车站附近的“吉古寺”，就在现在的绥化大学校址位
置。如今，我可以告慰舅舅的在天之灵，他抛洒热血的土地上
已是共和国培养人才的大学城了。

家族墓地添新坟

舅舅牺牲后过了很长时间，家里的亲人才得知这一噩
耗。姥爷姥姥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双双卧病
不起。舅妈一手怀抱着最小的女儿，另一只手拉着嚎啕大哭
的7岁大女儿和5岁儿子，哭昏在灵堂前。丈夫牺牲了，撇下
了她和三个孩子，孤儿寡母可怎么过呀？悲痛之后，亲人们把
舅舅的一些衣物在家族的坟地里又给他安葬了个“衣冠冢”
墓。亲人们面对这座衣冠冢墓，抱有太多太多的幻想，幻想着
这死讯是误传，幻想着有一天舅舅会突然出现在亲人们的面
前，甚至在1950年7月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烈士证书
被亲人们捧在手里时，他们依然抱有幻想：“这生不见人死不
见尸，是不是误传呀？”姥爷姥姥盼着儿子回来给他们养老送
终，直到闭上了双眼也没盼回他们的儿子，真的是死不瞑目。
舅妈也在盼在等，她期盼着她的丈夫荣归故里，她等着丈夫回
来和她共同养育他们的一儿两女。等了三十多年的舅妈也没
等回她的丈夫，于1978年带着终生的遗憾也走了，她和舅舅
的“衣冠冢”合葬了。

烈士墓搬迁补助700元

2008年国家在冷家庄村址位置上建核电站，要求村庄搬迁
到新规划的区域，村里所有坟墓统一搬迁到规划设计好的山岚
下，每座坟墓的搬迁补偿款是280元，烈士墓享受700元，于是
舅舅和舅妈合葬的墓又随着家族的坟墓一起迁到了冷家庄新
的墓地。

归宿

海阳市文山街南首的墅儿山上，有一座1956年3月县人民
政府修建的烈士陵园，后经几届政府多次修建完善，陵园环境
优雅，松柏环绕，庄严肃穆。2012年海阳市政府又投资2400万
元，对烈士陵园进行全面改扩建，回迁了散葬的烈士墓，舅舅在
冷家庄的墓于2013年的清明节，被海阳市民政部门隆重迁入
烈士陵园安葬了。舅舅和他的4000多名为共和国奋斗牺牲的
战友，长眠在这松柏苍翠、庄严肃穆的陵园内，终于魂归故里，
安顿下来了。

在牙山东麓的英灵山胶东革命烈士
陵园里，巍然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纪念碑
正面“为党的教育事业而牺牲的洪国治
同志永垂不朽”几个大字清晰地印刻其
上，也深深印刻在胶东抗大师生的心
里。他是胶东烈士陵园埋葬的唯一一位
抗大教员，也是为抗大教学积劳成疾、奋
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教员。

洪国治，1916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
县下水阁村，父亲早逝，母亲将其抚育成
人。1933年洪国治高小毕业，依靠舅父
资助，进入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毕业
后做了小学教员。洪国治信崇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毕业任教后即办农民
夜校，开农民信用贷款合作社，苦心经
营，不遗余力。

七七事变的发生，激起了他强烈的
抗日救国热情，同时也打破了他乡村建
设的梦想，他辗转数千里奔赴陕北，进
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5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中国问题研
究室研究员。同年冬，陕北公学与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合并。之后抗日军
政大学派出几队人员到地方根据地火
线办学，洪国治被编入抗大一分校，任
政治教员。1941年5月，他随胶东抗大
进入牙山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主任政治
教员、营主任教员、政治指导员、营副教
导员等职。

洪国治工作肯干、细致，教学敬业认
真，由于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1944
年夏天，病情已很严重，讲课时经常咳嗽
吐血，但他仍与同志们投入紧张的“六月
突击运动月”中。炊事班给他做了病号
饭，他悄悄地叫通讯员送给别的病号吃，

自己和大家一样吃粗粮、野菜。
随着病情加重，他时常咳血，别人害怕，他便讲：“没关

系，干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吐点血怕什么！”他还嘱咐身边
同志保密。他经常牺牲休息时间，听取学员意见，精心备
课，改进教学。学员担心他站着讲课累，便把两个背包垛起
来，请他坐着讲，他却说：“先生站着讲，便于手势，能增强授
课效果；学生坐着听，便于记录，有助于知识的记忆。”

1944年秋，洪国治已经病得坐不起来了，但第四期学
员即将毕业，他顾不得休息，顾不上自身病痛，仍然坚持工
作。最后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他就躺在地铺上听取学员的
思想总结，直到把这批学员送走，才入院治疗。因当时医
疗条件有限，加之送医太晚，医生已无回天之力。1945年
2月，洪国治与世长辞，年仅29岁。

洪国治去世后，熟悉他的同志和他的学生都非常悲
痛。胶东抗大政治总教员李书厢痛惜地说：“国治同志
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是累死的啊！他是我们教育战
线上的榜样，我们大家都要像他那样，言传身教，发扬抗
大精神。”

YMG全媒体记者 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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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死不屈的米志舟烈士
□张荣起

敌人将米志舟百般拷打折磨之后，砍去双手，拉到离会场100米左右的东北沟，开枪打倒，见未殒命，又丧心病狂地用石头向他猛砸，年仅22
岁的米志舟遂即浸染在血泊里。他随身所带的《胶东青年》刊物及化妆用的妇女发髻等物件，尽数落到敌人手里。事后，伪村干部喊人将米志舟
的遗体就地掩埋。但他们怕被八路军方面侦察到底细，又雇人连夜移尸于村西北部的沙河套里，结果还是被该村在外面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徐
孟华暗访出米志舟埋葬的详细地点。过了10天左右的一个夜晚，栖霞党组织组织人力将米志舟的遗体从河套里起出，连夜用接力搬运的办法，
秘密运回海阳安葬。一路安排周密，第一杠先运到唐山区（11区）最南端的一个村庄丘格庄，又换人抬至今蛇窝镇的中马家河村。时值全县革命
老区教师在这里举行秋季训练班，入殓过后，与会人员举行了庄重的追悼仪式。在满天星星的闪烁见证下，接力交替，终于将烈士遗躯运到海阳
境内今徐家店镇前槐山村东茔秘密安葬。

舅舅的坟墓在现代汉语
词典中对坟墓的注解

是：埋葬死人的墓穴和上面
的坟头。有的坟墓里埋葬的不
是逝者的遗骸而是逝者生前的遗
物，这种坟墓叫“衣冠冢”。人死了
不管是真的墓穴还是衣冠冢都是
入土为安，是对逝者的尊重和缅
怀，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安葬。
可是我的舅舅却有着五次
下葬、五座坟墓的传奇

故事。

舅舅在他的指路人、时任八路军山
东纵队五支队 15 团团长于得水的介绍
下，于1939年初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胶东地区最早的地下党负责人之一，
领导着八路军战士打鬼子捉汉奸，是胶
东地区赫赫有名的八路军干部。当时在
海阳县境内一提起八路军“大老姜”，敌
人闻风丧胆，老百姓翘首企盼。

1945 年 8 月，党中央从山东老根据
地抽调 3000 名干部赴东北抗战前线开
展工作，舅舅是其中一员。舅舅开赴东
北抗战前线时是八路军的一名团长，他
临出发前的一天夜里秘密回到冷家庄
村，看望了父母及妻儿，他对妻子说：“我
如果能活着回来，那时候全中国就都解
放了，咱们就能过上太平的好日子了。
如果我回不来，你也放心，共产党会带领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又抚摸着炕上熟
睡的一儿二女说：“这些孩子有福，共产
党会让他们有饭吃有学上，党组织会帮
你把他们都拉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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