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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档案馆珍藏四封特殊信件

苗可秀用米汤写密信传递情报
本报记者 商 越

抗日英雄苗可秀存世的书信共有7封，其中4封珍藏于丹东市档案馆。这4封用
化名写的信是给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的。这些密信都是什么
内容，又是采用什么方法闯过日伪重重封锁传递出去的呢？近日，丹东市史志办公室地
方史专家公开历时3年的研究成果：这些密信正面是明信，唠一些家常话作掩护，背面

是用毛笔蘸着大米汤写就的情报。收信人只要用日本碘酒往纸上一涂，暗红色的字迹就会显现出
来……

核心
提示

在丹东市档案馆，珍藏着苗可
秀写给王化一的 4 封化名密信，这
些密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正
面是普普通通用毛笔写的家常信，
背面显现红色字迹，是关于抗日斗
争的密信。从1932年3月苗可秀到
三角地带邓铁梅部队时起，到 1935
年 6 月 21 日被俘为止，苗可秀一直
保持着与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
国会的书信往来，这些密信成为珍
贵的历史档案。正如原函的保存者
王化一所言：“可惜当时未注意保
存，不无遗失。”他只保留下1934年
12月 18日，1935年 2月 20日、4月 5
日、4月 25日 4封密信，这对于研究
三角地带抗日史来说，弥足珍贵。

丹东市史志办公室地方史专家
黄文科多年来一直研究抗联历史，
近日，他公开了对这 4 封信的研究
成果。

黄文科讲道，在编辑《丹东抗日
文献会要》时，收集到《苗可秀抗日
殉难经过及遗书》一文，作者是当年
担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
的王化一。这篇文章里，他提到和
苗可秀用化名写密信的事：“1934

年以前，敌人封锁不太严，救国会经
常派政工人员去东北各地工作，苗
可秀亦数次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
工作和请领接济。当敌人在吉、黑
一带对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各部扫
荡告一段落后……救国会转入地下
活动。以后，关内外人员往返顿感
困难。救国会对东北抗日工作，很
多是靠化名密信来往传达联系。苗
可秀后期在三角地带工作情形和被
捕经过，以及邓铁梅遇害详情，都是
由密信中转来的。”

苗可秀（1906 年—1935 年）生
于本溪县（今本溪满族自治县）下马
塘苗家堡子。1931 年“九一八”事
变后，他流亡北平，进入北平大学借
读，其间写下救国誓言：“做重整山
河的圣手”。

1931 年 9 月，流亡北平的东北
爱国人士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
救国会，苗可秀加入并担任东北学
生军大队长。次年 2 月，他受救国
会派遣，到凤城邓铁梅领导的东北
民众自卫军中了解情况，1932 年，
被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
1934 年 2 月，苗可秀召集赵侗等领

导的各路抗日队伍，组建“中国少年
铁血军”，并任少年铁血军总司令。
1934 年 9 月邓铁梅殉国后，他率少
年铁血军几次重创日伪军，纵横驰
骋于辽南三角地带，1935 年被俘，
一个月后英勇就义。

王化一（1899 年—1965 年）生
于辽中县，1924年被选为奉天省教
育会社会教育部部长，后被选为辽
宁教育会副会长，兼汉卿教育基金
董事会常务理事。“九一八”事变后，
在北平的王化一被推举为东北民众
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他相继派高
鹏、纪亭榭、杨文龙、车向忱、苗可秀
等人到东北组建抗日义勇军，并将
辽宁抗日义勇军划分为辽东、辽西、
辽南、辽北、辽热 5 个军区，王化一
兼任辽南军区总指挥。1933年，承
德失陷，王化一临危受命，担任古北
口警备司令，阻击日军。1937 年 6
月，东北爱国人士组织了东北救亡
总会，王化一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
主办《反攻》杂志，宣传团结抗日。

“王化一才华横溢、机智果敢，
多年来奔走于国共两党高层之间，
1965年病逝于北京。”黄文科说。

全用化名：苗可秀与王化一频繁通信

“苗可秀这些密信，到底是怎么
显现出来的呢？”黄文科心生疑问，他
试图寻找答案。

黄文科想起学到的知识，米汤写
的字用碘酒能显现出来。“为什么这4
封密信的字迹呈现红色？”黄文科的
疑惑还是悬而未解。

一次，黄文科到北京出差，见到
了抗日爱国志士赵理勇。她生于
1920年，是抗日义勇军将领赵侗的胞
妹，十来岁就为苗可秀、赵侗他们放
哨。赵理勇的丈夫王琦，是邓铁梅、
苗可秀、赵侗的警卫员。而王琦的姐
姐王儒贤（原名王秀英）是苗可秀的
第二位夫人，所以，赵理勇是难得健
在的三角地带抗日当事人。

当黄文科问苗可秀密信的情况

时，赵理勇用一口辽东家乡话讲道，
这件事很简单，那时抗日要掉脑袋
的，不能让日本鬼子知道，所以苗可
秀和救国会领导人的通信，都是正面
是明信，背面才是要互相交流的重要
内容，一般是用没有蘸过墨的毛笔，
蘸着大米汤在背面写。有正面的明
信作掩护，这种密信内容不显影，也
就不容易被发现。信收到后，用日本
碘酒往纸上一涂，用大米汤写的不显
影的字迹就显现出来。学过化学的
人都知道，米汤里面有淀粉，淀粉遇
碘会变成蓝色，米汤并不难搞到。

但为什么有的显影是淡淡的字
迹，有的是蓝色字迹，而苗可秀的密
信显现的是暗红色的字迹呢？赵理
勇回答：“可能是碘酒化学成分的区

别，我们使用的是日本碘酒，显现的
是暗红色。”老人的一番话，终于解开
了3年来悬在黄文科心头的疑惑。

“这个密信研究非常可信。”辽宁
省委党校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会副会长王建学告诉记者，义勇军抗
日的时候，日本特务、伪满汉奸非常
多，尤其针对义勇军的行动到处设卡
检查，救国会派人从北平到东北来，
要经过重重关卡，火车上、市界县界
经过的汽车、行人都要经过仔细检
查。因此，救国会给各路义勇军下的
指示、委任状等，都要以密信方式传
递，这是当时交通站、上下级联系的
主要方式。

(本文图片由丹东市史志办公室
提供）

知情人：米汤字用日本碘酒显影

苗可秀的书法深受苏轼书法的
影响，这些书信字体俊朗潇洒，由于
书法功力深厚，他在密信中不断变
换字体，以起到掩护作用。

这 些 密 信 写 的 是 什 么 内 容
呢？记者看到 1934年 12月 18日苗
可秀写给王化一的第一封密信，信
的正面，是师生唠家常的明信：“华
彝（即王化一）老师：生自毕业之后，
即蛰居闾里，傲然有古隐者之风，半
年以来，乃知清风明月，不足以资生
活也。设法在本县中学取得一席之
地……”信的落款是“王介甫”（苗可
秀化名）。

在这封信的背面，有用化学方
法显影之后显现出来的暗红色字
迹：“秀自到三角地带以来，一切悉
按诸公之所指示，及年前在平计划，
逐步推进……最近以来，庄（庄河）、
岩（岫岩）、海（海城）、盖（盖州）、凤

（凤城）一带游窜殆遍，所过之处，四
民响应，东北民气未死，殷殷望救之
意于兹可见。庄、岫、盖、海一带，义
勇军残余 30 余部，都是联合成熟，
此后更拟到安奉一带，联合李子荣
余部。三角地带义勇军，于阴历年
前，便可整个统一，之后则抗日力量
集中，抗日计划工作步骤，都归一
致。公等所殷殷属望，秀辈所频频
奔走者，或可期其实现。”

苗可秀密信末尾的几句话，让
记者为之动容：“我们每日在听着东
北民众的呻吟，看着东北民众的痛
苦，我们万不忍离弃他们，绝对的要
挽救他们，绝对的要抗日，绝对的要
替东北人争一口气，绝对的要……
争人格。”字里行间无不透露拳拳爱
民之情、报国之志。

苗可秀给王化一的第二封密
信，发于1935年2月20日。苗可秀

化名玉圃，假托是儿子写信给父亲，
内容是转告家里收成、儿孙工作、学
业等家常，背面则是一份非常重要
的情报。

密信用细密的小字书写，长达9
页，主要内容是向救国会汇报一年
来在东北的抗日救国工作，共13条，
记者进行了节选。苗可秀在密信中
说：（一）义勇军是公开的组织……此
类组织敌人可以用大力摧残之……
必须另谋更坚固有力，足以持久之
秘密组织。

（二）予等在军事方面，组织中
国少年铁血军。（1）铁血军之口号是

“爱护老百姓、联合警备军（指伪
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2）
予等对于民众之痛苦，餍闻熟知，曾
以民众救主自勖，更知民众之力超
于一切，故主张爱护老百姓……（3）
为遂行予等之计划，在军略上，主张
联合伪军……

（三）予等在政治方面，组织中

国少年团……
（四）在民众方面，组织同心

会。（1）同心会取秘密结社式。（2）组
织同心会之目的，在巩固抗日阵线，
准备作持久的奋斗。（3）同心会之组
织，以 5 人为伍，伍有伍长；10 人为
班，班有班长；50 人为队，队有队
长；此寓兵于农之意也。（4）同心会
要普遍地散布各地，更注意于日人
交通路线之左右……

（五）为统一计划，整齐步骤，取
三位一体——少年团、铁血军、同心
会——裨得相辅而成，不致凌乱。

（六）一年来军事成绩……（2）
民众，改正以前义勇军即胡匪之错
误观念……（4）就现势观之，予等欲
求统一三角地带各武装部分，颇为
易易。予等现有基本队伍 200 人，
其余各部统计约5000名……

（七）一年来政治方面之成绩。
（1）予等在原则上，是军事促进政
治，政治辅助军事。（2）少年团团员
现有300余名。（3）为求宣传之普遍
而深刻及训练本部人员之用，编印
书籍 20 余种……（5）1934 年 11 月
25日，曾用铁血军名义，以凤、岫二
城为主干，在三角地带各主要城镇
做一次普遍的标语运动，结果颇为
圆满，一时民气大作，日伪双方至为
惶惑……

苗可秀在第三封密信里向王化
一汇报了新一年的工作计划和进
展。第四封密信，苗可秀报告了“一
个极悲痛的消息”，即邓铁梅被捕，
随后报告了工作计划。

研读密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
聪慧睿智、缜密策划的苗可秀——
制定抗战策略，组建三位一体的中
国少年铁血军、中国少年团和同心
会，团结各界民众抗日……

普通信件：背面是米汤写的机密情报

第一封信信封。

第二封信信封。

丹东市档案馆珍藏的4封密信。

苗可秀

第一封信（上）及背面的密信（下）。 第二封信（上）及背面密信（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