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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年代》之历史叙事初探： 

中国朝鲜族形成史的还原、误读与重建 

 

李海英(中国海洋大学) 

 

绪言 

李根全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年代》是朝鲜族文坛的第一篇移民叙事作品。全书分上下两

卷，分别发表于 1982 年、1984 年，讲述的是自 19 世纪初至解放前后约半个世纪的朝鲜族

移民史与民族形成过程。作品叙事宏大，历史感凝重，却未受到充分重视。作品问世之初，

曾受到一些批评家、作家的关注，
①
之后却一直被忽略、批判。80 年代末，批评与研究者讥

讽它“与我们所学的历史教科书有某种相似性”，
②
程式性、极端的阶级对立视角等作品的

局限性被一一指出，受到辛辣批判。90 年代以后刊行的各种中国朝鲜族文学史中③，虽然承

认它是“朝鲜族的首次移民叙事”，但也只是一笔带过，未给予充分关注。之所以出现这种

局面，与改革开放以后日益增强的脱理念化、多元化文学创作观息息相关。90 年代初朝鲜

族作家崔红一发表了与《苦难的年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泪洒图们江》。该作品是在明确的

脱程式化创作理念下完成的，作者明确宣称“窃以为，生活之苦楚，为了表其凄惨哀绝之貌，

须从程式化中脱离出来，表现人之本体，从多重角度刻画人。”
④
这部作品标志着脱程式化、

脱理念化移民叙事的诞生，一经发表，备受瞩目，好评连连。与此同时，《苦难的年代》则

在与它的对照中，愈被否定，几乎淡出学界视野。 

诚然，“教科书般的程式化”是《苦难的年代》的文学局限性。作品在叙述朝鲜族移民

史时，完全从阶级对立视角出发，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为中心，而对朝鲜人与东北原住民

及东北境内其他各民族间的尖锐矛盾、朝鲜人即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尴尬处境，以及朝鲜

人移住民的真实生活等等，全部略去不书，从而造成了叙事的单一性、片面性。但是值得注

意的是，《苦难的年代》详实地记述了 1920 年代中后期到 1930 年代末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

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日的历史。根据相关史料记载，1920 年代初期东北朝鲜人民

族主义者的抗日斗争与 1920 中后期至 1930 年代朝鲜人共产主义者的抗日斗争都是不争的事

实，然而回忆、还原这段历史的移民叙事作品只有《苦难的年代》。其他描写朝鲜人移民史

的作品均未涉及该段历史。
⑤
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的年代》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那么，我们有必要深思为什么李根全选择以这种方式叙述朝鲜人移民史？ 

                                                        
①
 徐日权.李根全与他的文学［J］.阿里郎，1982(8)：288-308 页。 

金东勋.关于长篇历史小说《困难的年代》［J］.阿里郎，1983（11）：359-375 页。 

赵成日.长篇历史小说《苦难的年代》（上）的思想艺术特色［J］.延边文艺，1983：63-68 页。 
②
 金东活.对《苦难的年代》的本体论思考［J］.文学与艺术，1988：31 页。 

③
 迄今刊行的主要朝鲜族文学史著作如下：《中国朝鲜族文学史》（赵成日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0）、

《改革开放与中国朝鲜族小说文学》（吴相顺，月人，2001）、《中国朝鲜族文学史》（吴相顺主编，

民族出版社，2007）、《解放后朝鲜族文学研究》（李光一，景仁文化社，2003）、《中国朝鲜族的昨

天和今天（郑德准，绿色思想，2006）、《朝鲜族文学史》（李光一、金虎雄、权哲，延边大学出版

社，2013）。 
④
 崔红一.向着历史小说的新地平[J].文学与艺术，1995（4）：6 页。 

⑤ 《泪洒图们江》、《北间岛》等最具代表性的朝鲜人移民叙事作品均为描写东北共产主义者的抗日斗争。

以脱理念主义备受好评的《泪洒图们江》，叙事时间截止于 1900 年代初，日本侵略等均不见诸叙事。安寿

吉的《北间岛》，对 1920 年代东北地区民族主义者的抗日武装斗争浓墨特书，而对 1930 年代社会主义者的

抗日武装斗争则只有只字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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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苦难的年代》的批评和研究主要聚焦在“忘却”，即关注他为何“忘却”民族

主义者的抗日武装斗争，为何“忘却”东北朝鲜人的真实生活，认为这种有意识的“忘却”

导致了作品叙事的单一性，甚至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如果说忘却是对无意义的删除，记

忆便是对有意义的选择。①《苦难的年代》“忘却”了很多，却详细地“记忆”着其他人都

选择“忘却”的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者的个革命斗争。这是为什么呢？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该

作品与我国朝鲜族发展史，绝不可忽略这个问题。基于此，本文拟重点关注《苦难的年代》

所“记忆”的内容，考察其“记忆”的历史背景与目的、方式。 

 

解放到文革：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危机与李根全的历史认识 

李根全自称《苦难的年代》的构思始于 1953 年。当时在舒兰的一所小学，一位小学老

师向身为记者的李根全问道：“我们朝鲜族成为少数民族的历史有多久了？我们民族的历史

上有什么故事？”然而，李根全自己也不知道，只好沉默以对。正是这个关于朝鲜族历史的

提问使他萌发了创作《苦难的年代》的念头。而且，从这则故事也不难看出当时朝鲜族的祖

国观与国家认同尚不清晰。 

事实上，建国初期到 1960 年代，朝鲜族虽然获得了中国公民权，但仍然十分重视与朝

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朝鲜）的血缘之情。当时，在朝鲜族干部、教师、学生等一些

知识分子阶层之间曾十分流行“多祖国论”。这种理论认为朝鲜是朝鲜族的“民族祖国”、

“第一祖国”、“感情祖国”，中国是“法律祖国”、“第二祖国”、“现实祖国”，苏联

是“无产阶级祖国”、“第三祖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第一任主席朱德海一开始便认识到

了这种论调的谬误。他认为中国朝鲜族虽然与朝鲜境内的朝鲜人同属一个民族，但是所持的

公民权不同，所以任何情况下都是中国公民。然而他的批判、告诫也未能阻止“多祖国论”

的蔓延。而且，在全国性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下，延边地区也出现起了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

这更使得朝鲜族的祖国观与国家认同成为了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再加上当时朝鲜缺乏劳动

力，重新回到朝鲜的“逆移民”现象频繁发生。 

朝鲜族的“朝鲜逆移民”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根据中国与朝鲜的官方协议进行的集体移

民，另一种是民间非法越境。其中，非法越境的情况占了绝大多数。中国朝鲜族的第一次集

体移住北朝鲜发生在 1959 年 3 月末。关于当时的情况，《内部参考》2724 期中有如是记载：

“一群中国国籍的朝鲜族即将前去参加朝鲜建设。吉林省的 7000 户中国朝鲜族为了（国家）

建设即将赶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笔者：吉林省 1959 年的规定额度为 7000 户）……

但是大多数县里，申请去朝鲜的户数大大超过规定额度，已然成为一个大问题（下划线：笔

者）。例如，海龙、磐石、舒兰等朝鲜族四县，超过了规定额度的 2.4 倍，多达 5118 户。”

②由此可见当时的“逆移民”规模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他们的移民动机也是各不相同。 

 

申请者中只有符合条件、受过教育的人明白前去的意义。除去他们，大部分人有很多动机。 

在人民公社中工作很辛苦。没有自由。朝鲜是祖国（下划线：引用者）。亲人在朝鲜，希望

团聚。不想做农民，想去北朝鲜当工人。去朝鲜娶妻。借机逃债。收回在人民公社的投资，投机

                                                        
①
 金钟郁.历史的忘却与民族的想象——安寿吉的《北间岛》研究[J].国际语文，2004（30）：278-279页。 

②
 一群中国国籍的朝鲜族即将前往朝鲜参加建设 [N].内部参考, 1959年3月8日(13页)； 朴宗澈，「中国的

民族整风运动与朝鲜族的北朝鲜移民」,『韩中社会科学研究』第13卷第3号(总卷36호), 2015，166-167页，

再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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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暴利。认为去朝鲜会被重用。某些右派分子和有问题的干部想改变国籍，清算过去（下划线：

笔者）。 

一些农民在得到批准之前，就不再工作，变卖家具，吃喝玩乐。还有很多农民在乡里或县里

请愿。
①
 

 

从以上记录可知当时朝鲜族“逆移民”的原因十分多样。其中固然不乏投机心理，除此

之外，“民族祖国论”、反右派政治斗争、尚不适应新中国的政治及生活工作环境等均为重

要原因。这也再次表明当时部分朝鲜族的国家观比较混乱，尚处于国家认同构建的初期阶段。 

国家认同问题是朝鲜族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引起了部分朝鲜族知识分子的注意。李根

全早在 1962 年便创作了回应朝鲜族国家认同问题的小说《老虎崖》。该小说的主要内容如

下：抗战胜利后，东北朝鲜人接受共产主义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到与国民党的

决战，从而成为堂堂正正的新中国主人。可以说，这是一部旨在培养朝鲜族的正确国家观，

强化朝鲜族国家认同的作品。② 然而即便是这篇作品也在文革期间被定为“毒草”，李根

全作因此被下放到 5.7 干部学校。这段切身经历使李根全更迫切地意识到确立朝鲜族历史正

统性，进一步巩固朝鲜族作为少数民族一员地位的必要性。《苦难的年代（下）》出版后不

久，1984 年 11 月，他在一篇名为“用历史将民族之魂”的访谈中讲述了自己重视历史题材

的原因：“始于想让青年们知道今天的幸福如何得来并更加珍惜的意图，更希望通过真正了

解我们民族过去的历史明悟我们民族的应立之所。人们一般都说朝鲜族是在朝鲜活不下去，

为了讨饭吃来到中国的，但这是片面的。我们民族自古脚踏这片土地，先与大自然斗争，与

封建阶级和官僚斗争，而且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各族人民并肩作战，与各民族一同书写

了中国近代史。”
③
从这段意味深长的话中不难窥测李根全的历史认识与创作意图。事实上，

《苦难的年代》较之《泪洒图们江》明显更程式化、理念化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两人在历史认

识上的差异。李根全于 1929 年出生在朝鲜慈江道 ,1937 年随父亲移住中国，是朝鲜族第一

代革命家，与第二或者说第三代朝鲜族作家崔红一在生活背景、人生历程等方面都十分不同，

他所承受的历史重压与他的使命感也远远超过崔红一。总而言之，《苦难的年代》的创作与

建国初期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危机息息相关，作品中对过去历史的还原与解读中隐藏着他对朝

鲜族现在与未来的思考和展望。 

 

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者抗日斗争 

《苦难的年代》由上、下两卷构成。上卷从朴千秀、 吴永吉、 崔英世三个家庭冒着生

命危险渡江的场面写起，描述了他们在东北延边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扎根生活的过程以及在

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阶级矛盾；下卷讲述了二三十年代延边地区朝鲜人的革命斗争史。下卷以

朴千秀家族的第二代朴胤敏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叙事主线，详细描述了在接受中国共产

党领导前后的革命斗争情况与变化。在接受党的领导之前，朝鲜人的斗争是自发性的，缺乏

统一的组织指挥，没有任何经验，甚至还有部分朝鲜人民族主义者和抗日义兵团打着抗日的

                                                        
①
 同上。 

②
 此处可参看李海英.中国朝鲜族的选择与朝鲜人干部的作用[J].韩国现代文学研究，2015(45)：305-306

页。 
③
 李根全.通过历史将民族之魂[J].文学和艺术，1985：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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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劫掠百姓财物。
①
因此以朴胤敏为首的朝鲜人革命家迫切希望找到中国共产党，在党的

英明领导下正确斗争。果然，在他们接受了党的领导之后，形势立即转好。小说详细地叙述

了东北朝鲜人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对 1920 年代后半至 1930 年代末发

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与日帝铁蹄下的东北沦陷区历史现实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文学性还原。 

 

天一亮，大家开始沸沸扬扬地湧进学校运动场。运动场瞬间人山人海，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洋

溢着欢快。人声鼎沸中，很多人将1913年赶走马翔洙，在吴永吉谷仓放火的暴乱时期与今天对

比。当时其实没有周密的准备，不过是愤不能忍，纷纷跟着金范道聚到吴永吉的院子里罢了。所

以，结果仅仅是惊吓一场，没能如何让吴永吉尝到锥心之痛。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党领导他们进

行了有计划的长期准备（下划线：引用者）。而且，他们还有了春荒斗争的经验。更让人高兴的

是昨天上面派来了安景林同志，人们的斗志更加高昂了。
②
 

 

1920 年代后半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边农村展开了减租减息斗争，上述引用

文描述的便是斗争开幕时的情景。“但是今天不一样了。”这句话简洁而有力地说明了接受

中国共产党领导前后革命形势的明显变化，成功地展现出了农民们的高涨热情，凸显了他们

对党的信任以及对减租减息运动的信心。接着小说又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此次斗争的具体经

过。减租减息运动的主要斗争与协商对象地主吴永吉得到消息后迅速出逃，这让农民们士气

衰落，斗争队伍陷入混乱，此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安景林站了出来，为群众们鼓劲打气，使大

家再次鼓起斗志，团结作战，最终取得胜利。因此可以说，李根全对延边农村地区的减租减

息斗争进行了全景式的文学再现。若对比一下《北间岛》的描写，则更觉此点之明晰。安寿

吉的《北间岛》也是朝鲜人移民叙事的杰出代表作，其中未讲述减租减息运动，但提到了与

之类似的秋收斗争，然而仅有短短一言，且暗含着并不赞同的态度。③相较之下，更能看出

《苦难的年代》在朝鲜人共产主义者革命史叙述上的浓墨重彩和李根全的叙事策略。 

小说还用“五月”一整章对发生在 1930 年的“5.30 纪念暴动”进行了详细描写。小说

把主人公朴胤敏设定为 5 月 30 日爆炸事件的指挥与主谋，将斗争的目的、准备、计划、执

行，直至最终举事成功等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我回报一下情况。我们小组共有十人。已决定5月30日晚上10点，其中六人放风防止外人来仓

库，二人放倒日本警察，其他二人背着炸药到这里来。距离这里不超过3里，20分钟足够了。
④
 

 

以上是龙井中国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朴胤敏与其他地下组织成员核对 5 月 30 日举事计

划的场面。他们对行动小组的总人数、放风的人数、对付日本警察的人数、运送炸药的人数，

以及距离爆破地点的距离和所需时间等都进行了精密的计算。同样地，《北间岛》中也提到

了这次事件。“哐哐，哐哐。直穿肺腑的爆响中，房屋也随之晃动。‘这是什么？’ 贤道

                                                        
①
 李海英.日帝时期间岛移住与文学化的两种式样——安寿吉的《北间岛》与李根全的《苦难的年代》[J].

韩国学研究,2009(21)：24 页。 
②
 李根全.苦难的年代（下）[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4：382页。 

③
 安寿吉.北间岛[M].首尔：学院出版公司，1997：343-344页。“去年秋天说是秋收暴动，要火烧秋天刚收

的稻碓，我在水七沟收的租子也在打场前被烧了……” 
④
 李根全.苦难的年代（下）[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4：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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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瞪大了眼睛，万石立即跑了出去。一会后跑进来喊道，‘好像向东拓扔炸药了。’然后又

跑出去了。‘孩子，小心。’瞪圆了眼睛的贤道嘱咐儿子小心。‘这是怎么回事？’景修问

道。‘应该是共产党。’‘什么？’‘最近两年不知道怎么说睡觉都睡不踏实。’”这便是

《北间岛》对此次事件经过的全部描述，简笔带过，语藏不屑，与《苦难的年代》形成鲜明

对比。 

 

第二天，胤敏得知前天晚上的举事按照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首先炸了发电所，把整个龙井

变成黑暗王国，然后炸了铁桥和酒厂。而且把万恶之源东拓公司也给烧了。然而有些人趁着黑暗

一片在领事馆内也扔了炸弹，造成了那一带的混乱。爆炸事件不仅在龙井，千宝山、老头沟、头

道沟、和龙、局子街等地也在同一天接连举事。因此，5.30日晚的暴动震动了整个间岛，让日本

帝国主义惊恐颤栗。因为这次事件先后有三十余人被日本鬼子逮捕，但是其中一大半是无辜的群

众。其中17名以后被押送到首尔西大门刑务所，惨遭绞杀。这就是历史上相传的‘30名事件’。
①
 

 

以上是《苦难的年代》对“5.30 纪念暴动”结果的记述。小说从爆破发电所、铁桥、酒

厂、东拓公司到向领事馆内投掷炸弹，一一说明，甚至对龙井以外地区的同时爆炸事件与事

件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30 名事件”也做了记述。下面对照一下《北间岛》中的描述：

“‘5.30 暴动！’‘共产党在东拓掷弹！’‘农村地主等等被杀-’第二天，龙井刊行的各

种日文、朝鲜文报纸上以诸如此类的题目进行了大力报导。‘连市内都？’‘这是大事啊！’

街谈巷议，人心惶惶。然而，比起新闻的大报特报和街头巷尾的恐慌气氛，东拓分公司的损

失并不大。”
②
同样的简略而不屑。 

《苦难的年代》还记述了1930年代末的共产党人抗日情形。1939年冬天，因为日本关东

军与伪满国军的血腥镇压及长期追踪，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几乎陷入覆灭危机。但他们

不气馁不放弃，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至中-苏边境地区。此时，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国

军的治安肃清运动已显见成效，1932年夏天最高曾达30万的匪贼减至几百名，最后的武装抗

日斗争力量东北抗日联军也于1939年冬天在追击中退至伪满与朝鲜边境，几乎全军覆没。
③
  

 

① 从去年开始，日本鬼子在南北满洲投了30万大军进行大扫荡。先在一个地方张网，并慢慢

缩紧，待清完吃掉之后，再转移地点。一直以这种方式肃清吞掉该地区，这就是鬼子们寸

土不放的连续作战。所以，各个山和谷里都覆满了敌人，每一个‘集体村落’还有看守部

落的自卫团，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被生俘险境。
④
   

② 几天前，在司部的同志来我家传话，说安景林和李振东同志已经牺牲了。他说要是你来到

这里，部队已经转移到北满洲了，让你去苏-满边境线上找部队。万一找不到部队，让你去

延安找。
⑤
 

 

引用文①真实地记录了 1939 年冬后东北抗日联军陷入覆灭危机时的历史景象：日寇的

森严封锁与扫荡下，抗日根据地被破坏，村庄被强制撤离，“集体村落”割断了抗日联军和

百姓的关系。小说中用“向着延安”一整章的篇幅描述了外出取粮途中意外脱离部队的朴胤

                                                        
①
 李根全.苦难的年代（下）[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4：411页。 

②
 安寿吉.北间岛[M].首尔：学院出版公司，1997：344 页。 

③
 韩锡政.“满洲国”建国的再解释[M].首尔：东亚大学出版社，2009：80页。 

④
 李根全.苦难的年代（下）[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4：661页。 

⑤
 李根全.苦难的年代（下）[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4：667页。 

http://hanja.naver.com/search?query=%EA%B5%AD%EC%9E%90%EA%B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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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与他的侄子桂东避开日军追击，逃到山中，几经流转，重新找到部队的过程。作品通过他

逃亡其间目睹的各种场景，形象地再现了在日军和伪满国军的封锁下抗战进入停滞期时的历

史场景。引用文②主要讲述抗日武装的应对策略和后续安排。指导者接连牺牲，东北抗日联

军全体陷入覆灭危机，主力部队决定向中-苏边境转移，转移过程中因故落伍的战士如果找

不到部队，可以去延安。 

综上所述，对 1920 年代后半期到 1930 年代末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

行的的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以及期间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还原与文学再现是

《苦难的年代》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小说用大量篇幅描述了 1920 年代后半期的减租减息斗

争、1930 年 5 月 30 日晚的“5.30 暴动”、日军的“间岛征讨”、海兰江惨案以及日军为了

切断抗日联军与群众关系在东北推行的“集体村落”政策和 1939 年末东北抗日联军向中-苏

边境线撤退等历史事件。这些均是当时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和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反抗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政府的英勇斗争，代表着朝鲜族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做出的巨大贡

献。李根全欲以此告诉世人，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朝鲜人浴血奋战，功勋彪炳，为了共产主义

大义努力克服狭隘民族主义，他们是以巨大的自我牺牲获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和中国国民资

格。 

 

朝鲜族的历史正统性确认: 延安归来 

《苦难的年代》的最后一章《战争还没结束》主要讲述解放后延边朝鲜人的抉择和命运，

它是这样开始的：“1945 年 10 月中旬朴胤敏和王株从延安回到了解放后的延边。胤敏被任

命为地委书记，王株成了专员。”
①
也就是说，延边的第一领导人地委书记朴胤敏与相当于

第二领导人的专员王株都是从延安回来的。众所周知，延安当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

共产党的指挥中枢、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所以，朴胤敏二人的延安归来直接将延边

朝鲜人，即朝鲜族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朝鲜族的历史正统性。

② 

可是东北抗日联军麾下的朴胤敏、王株怎么会从延安回延边？当然，小说前面部分已经

预先埋下了伏笔：在中-苏边境地带脱离了队伍的朴胤敏和王株未能重新找到部队，遂赶赴

延安。然而事实上，1939 年末被称为“最后的抗日力量”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为避开日

本关东军和伪满国军的追击进入苏联境内后，直至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夜才跟随出兵东

北的苏军重返东北。从陕西延安进军东北的部队实为朝鲜义勇军。③ 朴胤敏、王株的延安

归来其实是为了将延边与延安连接起来而有意设置的文学情节。 

那么，解放后延边的真实政治情况如何呢?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1945 年 8 月 8 日苏

联宣布参战，9 日分两路进军珲春和绥芬河，10 日占领了延边东面的珲春线所在地，20 日

占领和龙，至此，延边全境被苏联红军解放。苏联指命原伪满洲国间岛省省长尹泰东组织临

                                                        
①
 李根全.苦难的年代（下）[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4：680 页。 

②
 李海英.日帝时期间岛移住与文学化的两种式样——安寿吉的《北间岛》与李根全的《苦难的年代》[J].

韩国学研究，2009（21）：29页。 
③
 《朱德海的一生》执笔组.朱德海的一生[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127-128页。朝鲜义勇军到达

沈阳后，在西塔附近的运动场召开了军人大会，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当时武亭司令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

少数朝鲜义勇军指导干部派遣到朝鲜，其他大部分指挥员和战斗人员留在东北。武亭司令员呼吁部队全体人

员立即深入东北各地，广泛发动在满朝鲜人，扩大义勇军，为即将到来的中国与朝鲜解放做好准备。朝鲜义

勇军分3个支队，分别进入“南满”、“北满”、“东满”，执行扩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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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府，维持行政运转。国名党也组织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办事处”、“国名党延吉

县党部”，在各地区扩建了 9 个区党部。同时期进入延边的共产主义势力主要有三支：当地

共产主义者、中共延边地区事业委员会（以下简称 88 旅团）、三十三人延安干部团。其中，

当地共产主义者是抗日联军在的日军追击下退到中-苏边境时失去联系的人，他们组成了民

兵队，在苏联入城之前，致力于维护当地治安，之后被随苏军归来的 88 旅团吸收。88 旅团

是三十-四十年代进入苏联，驻扎在哈巴罗夫斯克密营的东北抗日联军指挥部。他们在苏军

入城之前，接到通知，组成了东北委员会。三十三人延安干部团则是中共中央直接派遣的干

部团。中共中央在重组中共满洲省委的同时，建立了东北军，并于 1945 年 11 月 12 日，从

延安向延边派遣了三十三名干部。① 这三十三人全部是中国人，即汉族干部。当时并不存

在直接从延边派遣来的朝鲜人干部，第一名直接从延安派遣到延边的朝鲜人代表是延边朝鲜

族自治区首任区长朱德海。 

朱德海出生于俄罗斯远东沿海州，早年失怙，随母亲回到父亲的故乡朝鲜会宁，之后又

于 1920 年越过图们江，移居和龙县（现龙井县境内）。1920 年代末在朝鲜共产党（ML 派）

领导下参加革命，1929 年开始按照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方针，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统一领导

下投身抗日，曾担任密山抗日游击队后方根据地负责人等。1936 年 6 月，受中共勃利县委

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求学。一年半的学习结束后，1939 年 3 月踏上回国之路，

经新疆、兰州、西安等前往延安。在延安，他先是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干部训练队东北干部

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被分派到八路军 359 旅第 718 团特务连。之后，又在 1942 年初进入

延安海外研究班进修，1943 年左右参与了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建校与管理工作。 

关于朱德海在延安的经历，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他曾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干部训

练队东北干部训练班学习。该训练班由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成立，旨在培养熟悉当地情

况，日后可派遣到东北工作的干部，学生大多数来自东北或河北、热河一代。由此可知，延

安中共在抗战胜利之前便十分重视东北，希望通过训练、派遣东北出身的干部，将延安和东

北联系起来，以更好地指导当地的革命斗争。第二，他在延安海外研究班的经历。该研究班

是朱德总司令兼任书记的中央海外委员会下设的机构，位于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

地王家坪。朱德海极有可能在这里见到了朱德、叶剑英、胡耀邦等中共主要领导人，甚至可

能与他们达成了某种共识和默契。这是日后他能与中共紧密联系，统一立场，树立领导威望

的重要契机。第三，他在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时的经历。该学校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

下，为朝鲜革命培养后备干部的学校，共有２００余名学生，且学生来源多样，包括来自敌

后根据地的朝鲜义勇军将兵、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朝鲜人、从苏联来的学生、从日本侵略者

和傀儡军中投明的朝鲜青年等等。学校成立之前，朱德海受党中央派遣，作为管理科科长参

与了建校工作。学校成立之后，又先后出任学校党委委员、教务委员，兼任总务处处长等职

务。由此可知，自这一时期，党中央便对他报以格外的信任。以后朝鲜义勇军进入沈阳后，

朱德海还被任命为第三支队政治委员。当时，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握着他的手说：“朱德海

同志，北满的工作全交给你了。那里有达数十万的朝鲜同胞。他们现在正等待各位同志前

去。”
②
这段话明确显示出朱德海在东北朝鲜义勇军中的地位，也暗中指出了他日后在东北

的工作性质和方向。 

此时，朱德海应该也已明了自己的工作方向和职责。这可以从下面一件小事中窥见端倪。

                                                        
①
 李振英.从朝鲜人到朝鲜族[J].中苏研究，2002（95）：95-98页。 

②
 《朱德海的一生》执笔组.朱德海的一生[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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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前后，朱德海在哈尔滨会见延安旧识崔采，听说崔采打算前往朝鲜，他立即阻拦，

“不要去，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一场吧！”崔采以已经前往朝鲜的家人为由拒绝之后，他承

诺让崔采的家人回来，从而留住了崔采。之后，因为革命需要，金泽明、金延、李根山等支

队领导干部先后前往朝鲜，但是朱德海依然留在东北，继续担任领导任务。1948 年 4 月，

他接受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调遣，被任命为民族事务处处长。这意味着他在建国前夕，迈

出了未来成为新中国少数民族事务管理干部的第一步。1948 年 8 月，朱德海根据中共中央

东北局的决定前往延边。当时东北局负责人对朱德海说：“同志是延边人，应该熟悉那里的

情况。延边是拥有光荣传统的老抗日根据地。派遣同志去延边，是希望你带领朝鲜族和其他

民族好好建设延边。”
①
这段话不仅透露了中共中央派朱德海为延边最高领导人的背景，也

说明朱德海十分赞同中共中央在延边问题上的立场和设想。因此他到延边之后的态度和立场

可想而知。1948 年 12 月开始召开的关于延边未来的讨论会上
②
，在政治结构讨论中，朱德

海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主张受到了与会中国干部的一致赞同。在这次会议上，他否定了

一部分人提出的“多祖国论”，宣称“朝鲜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开拓‘三满（东满、北满、

南满）’，与各族人民一起参加发地反封建斗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奉献了自我。朝

鲜族的如此光辉历史，谁也无法否认。朝鲜族是中华民国堂堂正正的一员”③，从而明确确

认了朝鲜族作为中国国民的地位。他意识到了朝鲜族民族认识和祖国认识问题的重要性，到

延边后，立即召集各阶层代表召开座谈会，力图让大家认识到“多祖国论”的谬误与危害，

他强调“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是关系到 120 万东北朝鲜族前进、发展方向及如何生存的重大

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有利于朝鲜族自身，也有利于祖国大家庭的统一团结。”
④
这与前

文李根全所讲的重视历史题材的原因一脉相通。因此，《苦难的年代》中从延边归来，成为

地委书记的朴胤敏应该是以从延边回来的朱德海为原型创作的。 

 

结论 

目前对《苦难的年代》的批评和研究主要聚焦在“忘却”，关注他为何“忘却”民族主

义者的抗日武装斗争，为何“忘却”东北朝鲜人的真实生活。然而，本文主要关注了作品的

“记忆”，探讨作品为何详细地“记忆”着其他人都选择“忘却”的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者

的抗日斗争，考察了作品所“记忆”的内容及其“记忆”的历史背景与目的、方式。 

小说对 1920 年代后半期到 1930 年代末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武

装斗争，以及期间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记述、还原与文学再现。小说

用大量篇幅描述了 1920 年代后半期的减租减息斗争、1930 年 5 月 30 日晚的“5.30 暴动”、

日军的“间岛征讨”与海兰江惨案、日军为了切断抗日联军与群众关系在东北推行的“集体

村落”政策、1939 年冬后日军和伪满国军的封锁镇压下东北抗日联军向中-苏边境线的撤退

等历史事件。这些均是当时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和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日

本侵略者和伪满政府的英勇斗争，显示了朝鲜族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李根全

以此宣言，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朝鲜人浴血奋战，功勋彪炳，他们是以巨大的自我牺牲获得了

现在的幸福生活和中国国民资格。此外，小说还通过朴胤敏二人的延安归来情节直接将延边

朝鲜人，即朝鲜族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朝鲜族的历史正统性。 

                                                        
①
 《朱德海的一生》执笔组.朱德海的一生[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169 页。 

②
 名为“民族事业座谈会”，受中共中央东北军与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委托，12 月 21 日在吉林市召开。金

东火.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朝鲜族民族政策的历史性考察[A].金东火、金升澈编.当代中国朝鲜族研究[C].首

尔：集文堂，1995：34 页。李振英，前文，第 112 页，再引用。 
③
 《朱德海的一生》执笔组.朱德海的一生[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227页。  

④
 《朱德海的一生》执笔组.朱德海的一生[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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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年代》之所以把东北朝鲜族的历史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革命史，

是源于朝鲜族在抗战胜利到文革期间所经历的国家认同危机与李根全的历史责任感。事实上，

建国初期到 1960 年代，朝鲜族虽然获得了中国公民权，但仍然十分重视与朝鲜的血缘之情，

在朝鲜族知识分子阶层之间一度流行“多祖国论”。而且，在全国性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下，

延边地区也出现起了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再加上当时朝鲜缺乏劳动力，重新回到朝鲜的

“逆移民”现象频繁发生，朝鲜族的祖国观与国家认同成为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特别是

因为在文革期间的切身经历，李根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一员，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了确立朝

鲜族历史正统性，巩固朝鲜族地位的必要性。因此，该作品的历史书写与其说是对历史的歪

曲，毋宁看作为确立朝鲜族历史正统性而进行的民族史修撰尝试。如果说安寿吉的《北间岛》

是为了帮助返回朝鲜半岛的战争难民确立本体性而写，李根全的《苦难的年代》则是为了确

立朝鲜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正统性而作。可以说，两篇作品都是现实目的影响历史写

作的结果。同理，李根全的《苦难的年代》较之崔红一的《泪洒图们江》更为教科书式、更

为程式化，也是源于历史认识的差异。 

 

https://www.baidu.com/link?url=rBJNF5hU-ouB86NpY9dAkHIIN8DjMFwTr9S2_N7KSQmiZz-JlmgEwo4Oa5vb0RuzcA9aH-W5Zrfhe5-zbLZpvarf2bUJo1Ac8ttV7SsO20LGCHGFf8KKQ-DuG9CDWbEO&wd=&eqid=f823884a000089f1000000035acef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