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黃超然 2014年7月7日（星期一）

南京徵集大屠殺死難者遺屬
目標三千人以上 冀成歷史傳承主要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南京報道）今

天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七七事變」77周

年。為更好地傳承歷史，南京市「侵華日軍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昨日啟動死難者遺屬登

記儀式，目標在今年首次「國家公祭日」（12

月13日）前徵集到3,000名以上遺屬。這也是

中國首次正式向社會徵集大屠殺遺屬線索。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指出，
南京大屠殺暴行迄今已經77年，當年的倖存者大多

已是80歲以上的老人，人數也急劇，「據我們了解，這些
倖存者從十年前的千餘人，如今只剩百餘人，而且減少的
速度越來越快。」

講述歷史 提供證言
如何傳承歷史，以史為鑒，在尋訪倖存者，搶救口述史
等相關工作的實踐中，該紀念館的研究人員發現，一些南
京大屠殺死難者的遺屬、倖存者的後代對那段歷史也較為
熟悉，長輩們當年悲慘的受害史，往往隨着他們的講述，
印入到了後人的記憶中，成為歷史經歷傳承下去的又一重
要途徑。
朱成山表示，大屠殺死難者遺屬，由於其特定的身份，
將是今後一時期歷史傳承的主要力量，在未來的證言活
動、祭典活動中將承擔更多的責任，目標在今年首次「國
家公祭日」之前能徵集到3,000名以上的遺屬。啟動儀式現
場公佈了徵集熱線電話（025-52667177轉8217），主辦方
呼籲大屠殺死難者後代或知情人士撥打電話，及時登記相
關信息。

慘痛經歷 代代相傳
在啟動儀式上，幾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攜家人來到紀念
館。倖存者夏淑琴（85歲）一家四代7人作為典型代表，
講述了她們如何將歷史代代相傳。1937年12月13日，侵華
日軍殘忍殺害了老人一家9人中的7人，被捅了3刀當年8
歲的夏淑琴和4歲的妹妹夏淑雲幸運活了下來。夏淑琴老
人表示，她的兒女、孫女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當年那種家
破人亡歷史，但她經常教導他們，不能忘記過去。「我有
責任讓更多的人知道當年的戰爭所帶來的災難，讓更多的
後人學習和回顧這段歷史，並從他們的經歷中吸取教訓，
讓悲劇永遠不再發生。」
33歲的夏媛是夏淑琴外孫女，「從有記憶開始，外婆就
給我講過以前的慘痛經歷。日本右翼仍不斷否認加害史令
我十分憤怒，有這麼多證人在，為何還不承認？」她並表
示，會向4歲的兒子講一些歷史，也經常帶他參加紀念活
動。「希望下一代人一定要記住這段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南京
報道）由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同
胞紀念館和新華網共同籌辦「國家公祭
網」（www.cngongji.cn）昨日正式上
線。人們可以在線祭奠、悼念「南京大
屠殺」死難者和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
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
同時通過圖文、視頻了解更多相關史料
信息。數據顯示，啟動當天在線祭拜的
網民就突破了三萬人。
「國家公祭網」分中、英、日三種
版本，中文網首頁上寫着「國之祭、

史之痛、民之願」字樣，整個設計色
調以血紅、黑色與白色等三種色調為
主，凸顯了對死難者的哀思與祭奠。
根據對象的不同，中文版主要分為
公祭信息、海外公祭、在線公祭、公
祭回音、公祭教育、公祭知識和網上
史料館等七大板塊；英文版和日文版
均分為在線公祭、公祭信息、公祭知
識、論壇互動等四大板塊。其中還包
括針對全球網民，按不同地區設立了
公祭區域，如港澳台公祭、東南亞公
祭、歐洲公祭、非洲公祭等。

「七七」親歷者：日敢再開戰 新舊賬齊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紫晨北京報
道）對於黨和國家領導人今天將到盧溝
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出席
紀念「七七事變」77周年活動，中國人
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在接
受本報訪問時指出，中國領導人如此重
視「七七事變」77周年紀念日，直接原
因就是反擊安倍政府本月1日對日本集
體自衛權的解禁，「一方面是讓全民不
要忘記歷史，另一方面也是提醒美國，
不要養虎為患。」
金燦榮說，今年「七七事變」紀念儀
式如此高規格，主要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安倍政府解禁日本集體自衛

權，讓和平憲法無效化，這對中國乃至
東北亞局勢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這是直接原因。第二，全國人大常委會
今年通過兩個決定，分別將9月3日確
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以及
將12月13日確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
國家公祭日。這樣用法律的形式確定紀
念日，那麼隆重紀念「七七事變」77周
年也順理成章。第三，從當前極複雜的
東北亞局勢來看，這也是在呼應和鼓勵
韓國，提醒朝鮮不要和日本走得太近。
金燦榮指出，最近，日本和朝鮮走得

很近，欲拉攏朝鮮對抗中國。幾天前，
中韓首腦聯合聲明就朝核問題達成多個
共識，並強調反對半島核武器開發，這
給日本和朝鮮都帶來很大壓力。「在當
前的情況下，高規格紀念『七七事
變』，就是在告訴國際社
會，中國人民不會忘記歷
史。同時也是在提醒美
國，不要養虎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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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祭網開通
悼念大屠殺死難者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李高山按下
按 鈕 ， 啟 動 國 家 公 祭 網 。

記者許娣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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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雖
然「七七事變」已過
去了77年，但回憶起
親歷「七七事變」後
的血淚生活，北京83

歲的鄭福來老人依然難以釋懷。鄭福來在接受新華社記
者專訪時，激動地拍着桌子說：「如果日本右翼勢力敢
再挑起戰爭，那就老賬新賬一起算。
1937年7月7日夜，密集的槍炮聲把年僅6歲的鄭福來
從睡夢中驚醒。「我睜開眼一看，外面黑洞洞的。」鄭
福來回憶道，炮彈就在他家北房西邊落下爆炸。奶奶讓
他頂着鍋蓋跑，和母親妹妹一起逃往長辛店。在北頭小
樹林裡，他看見一排排國民黨29軍將士遺體，「那個情
景一直印在我的腦子裡」。
鄭福來清晰地記得，日軍佔領宛平城後，那年臘月天

寒地凍，死屍隨處可見。在那段亡國奴的生涯中，國人
的性命如同草芥，許多盧溝橋地區的村民都慘死在日本
人手中。

退休後當義務講解員
1931年10月出生的鄭福來曾擔任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任

盧溝橋鎮鎮長，在退休後他仍然和年輕時一樣，經常利
用遛彎時間和節假日，為「盧溝橋事變」那段歷史做義
務講解員。
60多年來，鄭福來已經接待了超過70個國家的外賓、
媒體記者和數以萬計的參觀者。「這麼做不為別的，就
是為了讓我們中國人能牢記這段歷史。」
日本最近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新聞鄭福來也看到了，他
說，日本右翼勢力不僅要否定歷史，而且還喊出中日必
有一戰口號，真是磨刀霍霍。

「不過，中國國力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日本右翼勢力
再敢挑起戰爭，咱們就老賬新賬一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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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民眾冀「七七」發誓不戰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市民團體5日下午在大阪城

下西之丸北門外的一對漢白玉石獅子前舉行「七
七盧溝橋事變77周年——大阪城下石獅子前宣誓
不戰誓言集會」活動上，活動主辦人伊關要發言
稱，「77年前的7月7日，日本在中國發動了盧溝
橋事變。在後來對天津市的襲擊中，日軍將當時
天津市政府前的石獅子作為戰利品掠奪到日本大
阪。它們（石獅子）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證。」
大阪國際和平中心前事務局長有元干明表示，

日本安倍內閣違背憲法第九條精神，解禁集體自
衛權，但我們絕對不允許日本再次將軍隊派往國
外，「我們今後的使命就是防止日本年輕人前往

國外戰場去殺害那裡的人民，7月7日應該成為我
們發誓不戰的日子」。
活動組織者之一山橋宏和也表示，希望7月7

日或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也能成為
日本普通民眾反省侵略戰爭、向慘遭日本殺害的
亞洲各國人民表達哀悼之意、發誓不再發動戰爭
的日子。
日本「銘心會」代表松岡環在發言中表示：

「日本在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犯下了包括南京大
屠殺等在內的罄竹難書的罪行。必須要讓日本民
眾，特別是年輕學生知道這些歷史。不知道日本
在中國所犯下的罪行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佐佐真之助：使用毒氣作戰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檔案館昨日
發佈了第四名日
本戰犯佐佐真之
助的侵華罪行自
供提要。佐佐真

之助供述：「殺害了重慶軍（註：即國民黨
軍）戰士約600名，又各大隊在戰鬥中使用毒
瓦斯（綠筒），給予了重慶軍戰士很大的損
害」。
據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1956年5月筆

供，他1893年出生於日本福岡縣。1932年9月

到中國參加侵華戰爭，任關東軍第10師團步兵
第63聯隊第3大隊少佐大隊長，1945年7月任
關東軍第3方面軍第39師中將師團長。1945年
8月23日被蘇軍逮捕。
佐佐真之助的自供罪行包括：1940年8月，

在浙江莫干山，「我的部下大隊在戰鬥中曾使
用毒瓦斯（綠筒）給予了重慶軍戰士莫大的損
害」。10月，在浙江諸暨，「殺害了重慶軍戰
士約600名，在這裡邊包含戰鬥中重傷者和被
戰士殺害的俘虜推測約40名。這個罪惡是我平
常教育須殺害這些俘虜的結果。又各大隊在戰
鬥中使用毒瓦斯（綠筒），給予了重慶軍戰士

很大的損害」。

襄樊作戰殺3500中國戰士
1945年1月，在湖北當陽，「殺害了俘虜

約 5名」。「師團將各部隊軍官召集到當
陽，進行毒瓦斯教育之際，把2名俘虜放入
瓦斯室內，為試驗毒瓦斯效力使用。又師團
軍醫部，把4名俘虜放入瓦斯室內，進行毒
瓦斯效力試驗而虐待，終於把他們都殺害
了」。
1945年3月，在湖北襄樊作戰期間，「殺害

重慶軍戰士約3,500名（於此之中，包含殺害
俘虜若干名）」，「殺害中國人民約 200
名」，「強姦的中國婦女數字約50名」，「燒
毀民房約200戶」。

香港文匯報訊
上海復旦大學檔
案館昨日公佈一
批日軍侵華鐵
證，這些檔案資
料皆為揭露日本
軍國主義的罪
行，戳穿日本右
翼勢力歪曲歷史
的謊言提供了確
鑿史證。
據中新社報道，為保護人類文化財產，1899年公佈
至今仍被視為有效的國際《海牙陸戰法規慣例》第27
條規定：「一切有關文化方面，如宗教、美術、學術
及古物的機關與財產，如不作為軍事用途，交戰國必
須盡力保全，不得施以破壞。」但「七七」事變後，
侵華日軍對華東地區的文教機構極盡毀壞之能事。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余子道介紹，1937年10月24
日晨，日軍佔領復旦大學。此次公佈的史料包括佔領
復旦大學的圖片及聲像資料、抗戰期間復旦大學資產
損失表、以及日軍在復旦附近為新建軍官宿舍及澡堂
舉行祭祀的奠基牌等。
復旦大學被佔領期間，學校設施、設備遭受重創。

據記載，復旦女生宿舍、體育館、第二宿舍等建築均
全部毀於一旦，而除房屋部分外，校具、儀器、圖
書、療養院、印刷機器等資產損失更是高達近5億元
（按1946年幣值算）。
不只是復旦大學，據余教授介紹，當時華界的學校

在日軍侵略下幾無幸免。大夏大學、光華大學、同濟
大學等都受到嚴重摧殘，同濟大學校區幾乎完全損
毀。只有交通大學因為在法租界而得以保全。

日軍侵滬破壞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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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犯佐佐真之
助。 網上圖片

近百名日本長崎市民昨日冒着瓢潑大雨，聚集到長崎和平公
園內的「中國人原子彈爆炸犧牲者追悼碑」前，舉行「七七事
變」77周年紀念活動，為在69年前長崎原子彈爆炸中死難的
32位中國勞工舉行追悼儀式。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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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左二）一家四代前來參加南京大屠殺死難遺屬登記活動啟動儀式。 記者許娣聞攝

■南京中學生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內哀悼同胞。 記者許娣聞攝

■「七七事變」前眾多遊客參觀紀念館悼念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記者許娣聞 攝

■「七七事變」親歷者鄭福來（左一）為民眾講解盧溝
橋事變。 資料圖片

■谷川部隊、青海川部隊在大學正
門前。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