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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歷史 不重蹈覆轍
專家：顯示國際社會對安倍所為認識清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

哲 北京報道）德國總理默克

爾昨日在清華大學演講時回

答了關於日本近日解禁集體

自衛權的提問。她雖然表示

「在北京不能對日本政府指

手畫腳」，但強調德國正視歷史的做法是對的，

不重蹈歷史覆轍很重要。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

究員邢驊昨日就此向本報表示，上述表態已是默

克爾在當前政治環境下「最大限度的表態」，具

有積極意義，顯示出國際社會對日本安倍政府的

所作所為有着清醒認識。

默克爾昨日上午在清華大學進行主題為可持續發展的演
講。在回答關於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提問時，默克爾

表示，她在北京不能給日本政府指手畫腳，以後或許會面對
面談。

反思二戰歷史過程痛苦
默克爾並介紹了德國的相關情況，坦言德國在二戰之後的反

思，也經歷了痛苦的過程。默克爾說，歷史歷歷在目，沒有人
能夠撇清關係，每個德國人都必須反思自己，反思自己在過去
的作為和不作為有何不對。「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她說，
德國正視歷史的做法是對的，不重蹈歷史覆轍很重要。
即便經歷這麼多反思，現在德國猶太人組織門前也有警察
站崗，以防止有人襲擊猶太人。「我對此感到羞恥」，默克
爾說，有些人和大多數人不同，但「你必須隨時站出來，捍
衛少數人的權利。」

中德可在城鎮化方面合作
談及中德關係等問題時，默克爾表示，中國已成為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現在中國的任何決定都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
響。她注意到中國正有越來越多的人口轉移到城市，任何一
個進入城裡的人都需要住房、醫療、教育。中國的城鎮化發
展中面臨的挑戰也需要通過可持續發展的方式解決。德國和
中國可以在城鎮化方面進行合作，發展節能交通、節能建
築、節能廢水處理方式等。

專家：對日縱容 美忘教訓
歐洲問題專家邢驊表示，國家元首在訪問別國過程中，很

難對第三國進行批評和贊同，而默克爾對日本解禁集體自衛
權的態度是「在當前政治環境下，她可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
表態」。德國對二戰的真誠懺悔，更是日本安倍政府美化侵
略戰爭的鮮明對照。
邢驊認為，日本在安倍政府的領導下，邁出錯誤的步伐，走

上歪曲二戰秩序的危險道路。德國此番表態，說明歐洲國家對
於二戰的總結是非常清醒和客觀的，也說明國際社會總體對此
有着清醒的認識。令人遺憾的是，雖然美國也有學者和媒體指
出安倍政府的錯誤，但美國政府卻從狹隘的政治目的出發，縱
容日本在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與歐洲國家相比，美國忘記
了二戰留下的教訓，這是美國政客的錯誤判斷。

外媒：習近平用行動批日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來自國家博物館的消息稱，原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昨日在該館與來華
訪問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共晉早餐。溫
家寶對默克爾再次訪華表示歡迎，對
她沒有忘記老朋友表示感謝。默克爾
在此後的演講中透露，他們在早餐中
談及世界盃，溫家寶坦言中國喜歡德
國隊的球迷很多。
昨日早上8點30分，溫家寶健步來
到國家博物館，在西門平台迎接默克
爾總理的到來，雙方進行親切交談。
兩位老朋友更在國博攬勝廳共進早
餐。溫家寶對默克爾再次訪華表示歡
迎，對她沒有忘記老朋友表示感謝。

溫：德國隊中國球迷很多
默克爾對溫家寶能在中國國家博物

館這個宏偉藝術殿堂請她共進早餐，
感到十分榮幸和愉快。她高度評價中
國國家博物館建築非常宏偉壯觀和美
麗。她又讚早餐做得很好，很有文化
品位。
默克爾在此後的演講中特別提及這

次早餐。她說，溫家寶提醒她，在中
國喜歡德國隊的球迷很多，沒準德國
對陣巴西的比賽，觀賽的中國球迷會
比德國球迷還多。「可能看球賽的中
國人有上億，我們德國全國也沒那麼
多人。」默克爾的幽默引發全場笑
聲。提及比賽結果，她說「我們當然
希望德國取勝，但巴西是主場，所以
可能更多人希望巴西主場奪冠，如果
德國取勝，估計給我們鼓掌的當地人
會有點少。」

全球主要二戰紀念博物館一覽
■俄羅斯偉大衛國戰爭博物館
博物館位於

莫斯科勝利紀
念 建 築 群 中
心，通過立體
模型、藝術畫
廊、露天軍備
等介紹戰爭歷
史。六面視聽
《牆》更成博
物館建築群特
徵，上面不斷展示有關衛國戰爭的紀錄片、製圖和檔案資
料，甚至該時期稀有的快照。藝術畫廊展出寫生作品、雕
塑、版畫和海報藝術，向參觀者闡述俄羅斯和世界歷史以及
英雄人物。
■柏林猶太博物館
位於德國柏林的

猶太博物館由猶太
建築師利伯斯基設
計，以德國猶太人
2,000年來的歷史文
物與生活紀錄為主
要展出，其中德國
納粹迫害和屠殺猶
太人的歷史，更是
展覽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博物館外形破碎，彷彿一個受
傷的人。館內沒有對外出入口，只可由「德國歷史博物館」
進出，象徵德國人和猶太人不可分割的關係。
■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博物館
博物館原是

納粹德國時期
主要集中營和
滅絕營，1945
年 1月由蘇聯
紅軍解放。波
蘭國會1947年
通過立法將其
改為紀念納粹
大屠殺的國家博物館，作為二戰中納粹德國統治期間犯下惡
名昭彰罪行的歷史見證，後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
文化遺產名錄。集中營分為奧斯威辛、比克瑙及莫諾維茨三
大營區，遊客可參觀毒氣室、焚屍爐以及受害者遺物。

■綜合報道

■溫家寶在2004年5月初訪問德
國，與施羅德會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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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會見默克爾。
本報北京傳真

默
克
爾
：

中國邀26國籌建二戰博物館聯盟

結緣三代德國總理
溫家寶在任國務院

總理期間，與多位德
國領導人互動密切。
從德前總理施密特、

施羅德到德現任總理默克爾，溫家
寶都曾與他們多次會面。

2012年，溫家寶在德國漢諾威會
見已是耄耋之年的施密特，稱讚這
位中德建交後第一個訪華的德國總
理「為兩國關係發展作出了歷史性
貢獻」。

2004年，溫家寶訪問德國，與時
任德國總理的施羅德會談，明確中
德建立兩國總理年度會晤機制。

溫默友誼成政壇佳話
溫家寶與默克爾之間的友誼，更

是中德政壇上的一段佳話。2010年
7月，成功連任德國總理的默克爾
訪華時，溫家寶曾在結束北京的會
面後，親自陪同默克爾一同飛往西
安，參觀兵馬俑。這一天，正好是
默克爾56歲生日。

據報道，默克爾對西安之行印象
深刻，在兩個多月後，她在兩周內

三次邀溫家寶赴德一聚。2010年10
月5日晚，正在布魯塞爾出席亞歐
首腦峰會的溫家寶不顧旅途勞頓，
臨時改變行程飛往德國。此次旅途
頗為不易，先乘專機從布魯塞爾飛
到柏林，再換乘德國總理府的直升
機飛往柏林以北70公里的梅澤貝格
宮，去參加默克爾的晚宴。德國總
理只在會見與德國關係最密切的外
國領導人才會選擇梅澤貝格宮。

2012 年，默克爾兩度訪華。2
月，溫家寶在北京設晚宴招待默克
爾後，又親自陪同默克爾飛抵廣
州，並再設晚宴招待默克爾。8
月，默克爾來到溫家寶的故鄉天
津。溫家寶全程陪同她乘坐京津高
鐵從北京來到了天津。他們在天津
與兩國企業家座談，並出席了第
100 架空中客車 A320 飛機下線儀
式。 ■記者劉凝哲

■溫家寶於2012年4月22日會見
施密特。 資料圖片

■默克爾演講完結後，清華大學校長陳吉寧（左）向她致送紀念品。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紀念館正籌劃邀請俄羅斯等26國建成二戰國際
博物館聯盟。本報記者昨日從中國人民抗日紀念館獲
悉， 目前該聯盟擬於明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正式成立。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副館長李宗遠透露，二戰

博物館國際聯盟最初是2013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
念館與俄羅斯、韓國、波蘭等國家的紀念館在舉辦展
覽的過程中共同倡議的，旨在通過舉辦展覽、學術研
討、合作交流等各種方式，維護史實，團結全世界愛

好和平的力量維護世界的和平、傳播和平。

高規格紀念旨在警告日右翼
今年雖不是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逢五」和「逢

十」的年份，但各類紀念活動始終連續不斷，且規模
空前。對此，李宗遠指出，今年2月27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
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
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兩個法定的國家紀念日確
定之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李宗遠說，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今年高規格紀念
抗戰，一是凝聚民族力量，激發愛國情懷；二是警告
日本右翼否認侵略歷史的企圖。況且，除了逢五逢
十，世界各國也有在普通年份紀念重大歷史事件的慣
例。
針對網友倡議中國建立一個日本戰犯展覽館，以針

對日本的靖國神社，李宗遠表示，中國各地的抗戰紀
念館已經充分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罪行。
中國沒有必要建立日本戰犯展覽館。他強調，中國紀
念抗戰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銘記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7日出席中國
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年紀念日活動並講話，這是首
次有國家最高領導人在「七七」當天參與官方紀念活
動，各國媒體對此表示高度關注。
彭博社7日文章指出，在中日關係不斷緊張的大背

景下，習近平作為第一位出席抗日戰爭官方紀念活動

的中國最高領導人，是在用行動對日本的侵略歷史作
出批評。《馬來郵報》也認為，習近平的講話向日本
傳達了強烈的政治信號。
習近平當天在紀念活動上的講話說，「在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近70年的今天，
仍然有少數人無視鐵的歷史事實，一再否認甚至美化

侵略歷史」。法新社消息指出，日本在二戰後多次就
戰爭道歉，但近年來日本國內保守派政治家頻繁發出
對戰爭歷史的質疑聲音，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公然參拜
靖國神社更是「火上澆油」。消息認為，習近平的講
話是中國官方對日本右翼勢力的不點名指責。
美國《時代》雜誌網站文章說，安倍政府日前解禁

集體自衛權和對河野談話展開調查的舉動激起中韓兩
國政府不滿，認為安倍及其背後的右翼勢力試圖抹殺
日本的侵略罪行。

船木健次郎覆滅多個村莊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
檔案館昨日公佈了日
本戰犯船木健次郎的
侵華罪行自供提要。
船木健次郎供認其大
隊數次對村莊進行覆

滅，1943年4月份，旅團預備隊把該地區（東齋堂
西南方約60公里）的村莊燒毀了數個。
據船木健次郎1954年5月─6月筆供，他1897年
生於日本富山縣，1937年12月到中國東北，任第4
國境守備隊步兵少佐大隊長。1943年8月回日本，
又到朝鮮。1945年6月任第137師團第375聯隊大佐
聯隊長。1945年8月15日被蘇聯紅軍俘虜。
船木健次郎重要罪行有：「我大隊由於團長命令

對村莊進行覆滅的事也有過數次，其年、月、日、
地點等沒有明確的記憶。即於東齋堂南方15公里的
地點，一處約15戶。於東齋堂西南方20公里地
點，一處約15戶。於東齋堂西北方20─約30公里
地點，一處約有15戶。」
「1941年8月份，對宛平縣西南方地區之旅團作

戰」，「旅團預備隊把一個村莊（東齋堂西南方約
45公里）燒毀了，其戶數我記得約15戶。」
「1943年4月份，對宛平縣南方地區之旅團作

戰」，「旅團預備隊把該地區（東齋堂西南方約60
公里）的村莊燒毀了數個」。

奴役逾千平民建戰壕
「關於奴役居民的事項」，「記得構築了可容衛

兵7名至20名用的小陣地
約6處，為此而共需要了
1,500人次。又因為要加
強修補既已構築的陣地，
從東齋堂開始我想約有3
個地方，共需人員約
1,000人次。」「為了經
濟封鎖而構築『遮斷
壕』」，「實際上建築了
壕的部分約有15公里左
右。因此每日需要勞動力
約1,000至2,000人，需要時間約一個月。」
「關於使用毒瓦斯。沒有發給我大隊毒瓦斯，但

是發過赤筒。我想時期是在1942年。旅團兵器部發
給時，大隊兵器係軍官對我說明赤筒是屬於毒瓦斯
的範圍內的。發給赤筒數量不記得了，我想是大隊
平均分配給各中隊了。至於各中隊如何使用了詳細
的事情記不清了。」

��)2��)2 ■日本戰犯船木健次
郎。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