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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妹子嫁了湖南郎
赵一曼家事（一）

本报记者 文热心 通讯员 黄柏强

赵一曼何人？ 著名抗日民
族女英雄！

上个世纪50年代懂事的
人，从电影《赵一曼》知道了她。

上个世纪60年代入学的
人，应该在课文、图书中“认识”
了她。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时，曾有电视片《我的母亲赵一
曼》播放，看过的人一定对赵一
曼有着新的认识。

2009年，赵一曼名列全国
“双百”人物谱，说明不管史册
如何加厚， 她的那一页总是那
么夺目。

我们的故事， 讲述她的事
业，更展示她的家事。

赵一曼虽然是四川宜宾人， 却是湖南媳
妇。

1928年“五一”节，她与同在苏联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的陈达邦结婚。

陈达邦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胞兄。陈的
老家在长沙县北山镇青田村玉林塘。

今年9月6日， 记者来到玉林塘陈平安家，
和他聊起了“家常”。他告诉记者，自己1947年
才出生，上世纪50年代上小学时看了电影《赵
一曼》，回到家里谈感想，没想到母亲一句“那是
你八叔娭毑”让他惊讶不已，原来自己离英雄
竟这么近，和英雄这么亲。

陈平安说， 虽然赵一曼没来过玉林塘，但
她的儿子宁儿———陈掖贤却在这里生活过好
多年，也是从这里去上海上大学的。在他的印
象中，陈掖贤长得一表人才，有点像照片上的
赵一曼，也有点像八叔公（陈达邦）。他拿出一本
画册，指着上面的照片让记者看。

果然！

1. 英雄婆家是北山

2. “红装白马女政委”
这本画册是赵一曼孙女陈红赠送的，上有

“陈平安大哥惠存，2012年3月3日”的字样。
这画册，让我们见识了当年“红枪白马女

政委”的风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来到东北，

搞工运、搞农运，抗日军、打游击，后来兼任了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她平日“穿着
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头戴
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的短发露在外面，旱烟
里透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 她的坚毅
果敢、 平易亲人， 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
重，当地战士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
然而在日伪那里，有如洪水猛兽般可怕，他们的
报纸报道说：“女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
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一次战事中不幸因
腿部重伤而被捕。日军为了从她口中获取有价
值的情报，让军医对她进行简单治疗后，连夜
对其进行严酷的审讯。

敌人动用酷刑———上老虎凳、 灌辣椒水。
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
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
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赵一
曼几次痛得昏死过去，醒来仍然坚定地说：“我
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1935年12月13
日， 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 生命垂危， 欲
得到重要口供的日军， 只得将她送到哈尔滨
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

3. 逃出医院再被捕

在医院里， 赵一曼教育争取到了看守的警察董宪勋和
治伤的护士韩勇义。

韩勇义确实勇义，自小性格刚烈，敢说敢做，好打抱
不平。她从哈尔滨市立医院办的“看护养成所”插班学习
毕业后，在这个医院做见习护士。遇到赵一曼使她的人生
旅程发生了重大转折。她和赵一曼几次谈话后，发现两人
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而且自己的性格与赵一
曼学生时代的相似。于是，两颗火热的心贴近了。此后，她
处处关心赵一曼。当特务们来病房提审赵一曼时，她总是
以“伤口恶化”或“刚吃过安眠药喊不醒”等理由阻拦，使
赵一曼少受了许多折磨，伤势也逐渐好起来。

董宪勋是日伪派到医院轮流监视赵一曼的3名警察
之一。开始，董宪勋不了解赵一曼的身份，但他觉得“犯
人”并不像上司说的那样可怕，而且是个很有学问、平易
近人的人，对她很敬重。而赵一曼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发
现董宪勋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于是，她开始做董宪勋的思
想工作， 激发他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 在赵一曼的教育
下，董的思想有很大进步。

有了韩、董两个“革命战友”相助，赵一曼决定逃离日
伪魔掌。

3个人制定了周密的逃跑计划。为了筹备经费，韩勇义
几次回家向母亲要钱，还把父亲给她将来结婚用的金戒指
和呢料衣物卖掉，换成现金。1936年6月28日晚9时许，董宪
勋雇了一辆小汽车，接了韩勇义一起去医院。韩勇义进入
病房，给赵一曼换上一身新蓝布裤褂，然后和董宪勋把她
背出病房，坐上小汽车出城，然后奔往游击区。可是在30日
早晨5时许，他们在阿城县李家屯被敌人追上了。

3人被带回哈尔滨后， 敌人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审讯。
董宪勋因受刑过重死于狱中，时年27岁。韩勇义受尽各种
折磨，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由“政治犯”降为“纵匪逃走”
的刑事犯，被判处有期徒刑4个月。可监狱的折磨，让她患
上了肋膜炎、脓胸，并转为慢性病。因医治无效，于1949年
2月12日病逝，时年仅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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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军打手自供状

赵一曼在二次被捕后，
受到怎样的折磨，还是让我
们来看看伪滨江省公署警
务厅特高股警副森口作沼
的自供状：

“赵一曼女士再次被捕
后，经过几场审讯仍毫无结
果。”7月25日，（伪） 滨江省
公署警务厅长官林宽重决
定用电刑。

“（警务厅） 林宽重长
官不耐烦了……命令我们
给插入赵女士体内的刑具
夹上电极。 林宽重长官上
前问： ‘赵女士， 听我的
属下说你骨头很硬……今
天我要让你试试帝国的新
式电刑……’ 林宽重长官
摆了个手势。 紧接着， 大
黑君就按昨晚制定的刑讯
方案， 把电刑器的调节开
关轻轻地来回拨了一下。
刚才还很平静的赵女士马
上狠地吸了一口冷气， 挂
在刑架上的身子突然绷紧
了， 像被击了一下……林
宽重长官下了命令。大黑君
一接通开关，赵女士的头就
慢慢地仰了起来， 眉头紧
锁，脸也绷得紧紧的，身体
开始微微的震颤，像筛糠一
样哆嗦起来， 胸肌也在抽
搐，带动挺耸的奶头上的钢
针有节奏地抖动。不出一会
儿，从额头和胸口慢慢渗出
的一滴滴汗珠凝集成黄豆
般大……她居然能忍着这
难熬的钻心剧痛，硬挺着逐
渐剧烈抖动的身躯，拼命竭
力控制自己的抖动，咬着牙
死顶着不喊叫出声……看
到赵女士不吭声，林宽重长
官命令加大用刑力度。随着
一股股毫无规律地电流涌
进赵女士身体的敏感部位。
她全身肌束震颤的频率越

来越大。 伸在半空的双手，
不时地紧紧的攥成拳头，然
后又松开，没有指甲的十指
颤栗着向前伸挺，慢慢撑裂
了刚愈合不久的瘢痂，血珠
从一根根光秃秃的手指头
的裂纹中细细地沁透出来
……突然，赵女士猛的挺起
了胸脯，张开嘴巴，发抖的
双唇一开一合地挣扎了近
十几秒钟，才终于极不情愿
的从压抑地喉咙里喊了‘啊
呀……啊……呃……啊’撕
心裂肺的悲哀叫声来……”

“每当赵女士痛苦即
将达到极限 ， 肌肉发硬 ，
全身抬起， 快要昏过去的
时候。 大黑君就按昨晚制
定的方案， 及时调弱电刑
力度。 慢慢断开电流， 待
赵女士全身松弛， 鼓起的
肌肉陷下、 清醒一会儿后，
再接通电源。 就这样一次
次地变换， 一次次地断开，
再一次次接通……”

“也不清楚从什么时候
起，赵女士的身体完全失禁
了……一股微微的烧焦皮
肉的糊味也慢慢地从赵女
士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拷问断断续续持续
了 7个多小时……但赵女
士始终丝毫没有屈服的意
思……我上前把赵女士从
刑架上卸下来时， 她浑身
上下湿淋淋淌着汗水， 口
中直流白沫 ， 舌头外吐 ，
眼球突凸， 两眼变红， 瞳
孔微微放大， 下嘴唇也被
她自己的牙齿咬得烂糊糊
的……”

“林宽重长官无可奈何
地说：‘没想到这个支那的
女共产党这么死硬，帝国的
新式电刑还是摧不垮她的
意志。我看毙掉算了！’”

5. 唱着《红旗歌》上刑场
1936年8月1日，敌人将

她押上开往珠河县的火车。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平日
“和同志们在一起， 从不谈
论儿女情长的生活琐事”
（赵一曼战友、 中纪委原副
书记韩光语） 的赵一曼，想
起了远方幼小的儿子，向押
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
写了那封催人泪下的遗书。

8月2日， 敌人将其绑

在大车上， 在珠河县城
“游街示众”。 她却唱起了
《红旗歌》： “高高举起啊！
血红旗帜， 誓不战胜， 终
不放手……”

面对敌人的屠刀， 她大
义凛然， 高呼“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
岁” 的口号， 牺牲在珠河县
（今黑龙江省尚志县） 小北门
外， 年仅31岁。

朱德为赵一曼的题词。

上图： 赵一曼。
中图： 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
下图： 赵一曼、 陈达邦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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