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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二戰死者遺屬向日索賠60億
首次通過中國法院起訴 追究日軍侵華罪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新聞網報道，靖國神社從昨
日開始舉辦「御靈祭」，追悼戰死之人，安倍內閣中
有5名大臣供奉了祭祀燈籠。 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高
村正彥昨日在接受共同社採訪時透露，中日兩國關係
有轉機的話，安倍將不會再去參拜靖國神社。
報道稱，靖國神社「禦靈祭」從13日開始舉行三
天，神社內共有3萬隻大小燈籠供奉，其中安倍內閣
中，有法務大臣谷垣禎一、農林水產大臣林芳正、復
興大臣根本匠、國家公安委員長古屋圭司、行政改革
大臣稻田朋美等5名大臣供奉了燈籠。消息稱，去年
的「御靈祭」中，這5人也供奉了祭祀燈籠。
去年12月26日，安倍首次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

社。此外，對於閣僚的參拜，安倍表示由其「自行判
斷」。在安倍的默許與縱容下，進入2014年，在靖國
神社春季大祭期間，安倍內閣總務相新藤義孝等多名成
員參拜靖國神社，且146名日本議員集體參拜，安倍則
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向靖國神社供奉名為「真柛」

的祭品。
中國外交部曾多次表態，靖國神社問題的實質是日
本政府和領導人如何認識和對待過去對亞洲鄰國的侵
略歷史。如果日本領導人將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
擴張和殖民統治視為引以「自豪」的「歷史和傳
統」，企圖挑戰二戰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日本同亞
洲鄰國的關係將沒有未來。

安倍盼年底北京會談
高村正彥昨日接受採訪時表示，他早前訪問北京

時，曾經傳達了安倍首相給習近平主席的口信，希望
年底舉行北京會談。高村並稱兩國關係有轉機的話，
安倍將不會再去參拜靖國神社。
據共同社報道稱，高村5月上旬訪華與中國全國人
大委員長張德江等人舉行了會談。高村說，他在與張
德江會談時表示：「日中關係如果有改善的話，我想
首相去（參拜靖國神社）的事絕對不會有。」高村

說，他還向張德江轉達了安倍首相給習近平主席的口
信，希望在今年11月的北京APEC會議期間，能夠實
現日中首腦會談。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代表孟惠忠表示，聯合
會將聘請律師，幫助潘家峪慘案遺屬整理起訴

材料。由於潘家峪村隸屬於河北省唐山市，因此，一
切準備就緒之後，律師會向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
訴訟請求。

斥解禁自衛權 美化戰爭
在13日的委託儀式上，慘案親歷者現場揭露了日
本侵略者殺人放火的罪行。潘家峪民間對日索賠團團
長潘瑞申表示，多年來，潘家峪慘案的受害者一直都
有一個夢想，就是起訴日本政府，為在天亡靈討公
道。如今，安倍政權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修改武器
出口三原則等行為，不斷美化戰爭，令潘家峪人再也
壓抑不住心中的怒火，憤然提出索賠。他認為，沒有
賠償的謝罪、反省都是虛偽的，現在的日本政府必須
作出賠償。
在當年的慘案中，全村1700名村民中的1230人以

及166名外村人，共計1396人遇難，23戶被殺絕。
潘家峪方面提出，按照德國對猶太人一人200萬的賠
償標準，加之房產、牲畜以及精神損失費，日方必須

給付60多億的賠償。如果索賠成功的話，賠償款將
主要用於潘家峪村的建設。所有潘家峪人都希望日本
方面能盡快承認錯誤。「血債未償。日本不認賬、不
謝罪、不賠償，潘家峪人決不答應。」潘瑞申說。

民間對日索賠 尚無勝訴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表示，潘家峪慘

案受害者遺屬的集體上訴，一方面有利於更加直白地
揭露日本暴行；另一方面，也旨在通過追究日本侵略
者當年犯下的反人類罪行，讓那些正在企圖挑起戰爭
的日本右翼和政府要員明白，血債終須還的道理，從
而對日本政府和右翼的倒行逆施進行反制。

事實上，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之路並非一條坦途。
從1995年起，中國民間組織發起對日索賠訴訟至今
已持續近20年。然而，日本侵華戰爭的中國受害人
在日本提起的近30起對日索賠訴訟，至今尚無一起
取得最終勝訴。對此，童增表示，中國民間對日索
賠經歷了漫長的「在日訴訟路」卻無一勝訴，日本
最高法院更是以「七十年代中國政府放棄戰爭賠償
意味着同時放棄民間賠償」為由，關閉了在日本司
法解決這一問題的大門。此後，中國方面一直倡導
在國內打官司。今年年初，北京市一中院正式受理
二戰中國勞工起訴日企案，成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
的一個新起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河北潘家峪民間對日索賠團和潘家峪

村民委員會13日在北京簽署委託授權書，

正式委託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全權代

表潘家峪慘案受害者全體遺屬，將向河北

省唐山市中級法院起訴日本政府，並索賠

約60億人民幣。據悉，如能順利立案，這

將是中國二戰大屠殺受害者首次通過國內

法院集體控訴日本政府。

潘家峪是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腰帶山中的一個山村，是
冀東抗日根據地的「堡壘村」之一。

1941年1月25日，日本侵略者集中了十幾個縣的3000多
日軍和2000多偽軍包圍了潘家峪。對手無寸鐵的村民進行
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日本兵在四周的牆上、平房上和大
門洞子上方向人們開槍、扔手榴彈，並放起了大火。數十
個嬰兒們被侵略者砸死，許多婦女被先輪姦後刺死或燒
死。屠殺從中午一直持續到傍晚，全村1700口人被殺掉
1230人，其中婦女兒童共650餘人，全部財物
被搶劫一空，1235間房屋全被燒燬，製造了
震驚中外的「潘家峪慘案」。

■ 江鑫嫻 整理

潘家峪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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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軍血洗潘家峪村後的慘狀。 資料圖片

中國艦拒參加日本主導軍演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時間12日上午，由日本海上自衛隊軍
官擔任指揮官的6國聯合救難演習，在夏威夷近海舉行。但
是中國海軍的海上醫療船「和平方舟號」沒有參加演習。
據日本新聞網報道，這一次聯合救難演習是美國主導的環

太平洋聯合軍演的一部分，日本海上自衛隊第3護衛群司令
中畑康樹擔任演習指揮官，指揮部的所有人員均由日本海上
自衛隊員組成。
但是，中國海軍的「和平方舟號」沒有參加演習。消息

稱，中國海軍可能是因為日中關係的緊張對立，而放棄參加
由日本海上自衛隊主導的這一次演習。

華商遭美指控竊F22圖紙
香港文匯報訊 中美兩

國新一輪戰略對話之際，
美國就「網絡竊密」議題
向中國施壓力度驟增。昨
天，一名中國商人被美國
控「竊取F-22 戰鬥機圖
紙」，這是近幾天來又一
起「浮出水面」的「中國
間諜案」。

上月在加拿大被捕
據美國NBC（全國廣

播公司）網站報道，美國聯邦檢察官起訴了一名中國商人，
他被指控通過黑客手段入侵了洛克希德．馬丁和波音公司的
網絡，竊取了包括F-22、F-35戰鬥機和C-17運輸機圖紙在內
的資料。
據外媒報道，這名商人名叫蘇斌（音譯），英文名

Stephen Su，他於今年6月28日在加拿大哥卑詩省被逮捕，
這一逮捕是應美國要求執行的。報道指，蘇斌和另外兩名身
份尚未確定的中國同謀成功從波音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網
絡中竊取了F-22、F-35戰鬥機和C-17運輸機的資料。
起訴書稱：「有證據顯示，蘇和他的同謀竊取了大量的信

息，涉及到數十個美國軍事項目。」
據稱，蘇斌擁有中國一家航空技術公司，該公司在加拿大

設有辦公室。他的聽證會預計7月中旬在溫哥華舉行。

■被捕中國商人蘇斌。 網上圖片

憂遭追殺 揭陽居委會關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廣東揭陽市榕城區
東興街道的義河社區居委會日前關門停止辦公長達一周，並
發公告稱現任居委會幹部正在躲避前任居委會書記的「追
殺」。榕城區政府前日回應稱，義河居委會目前已恢復正常
運作，紀檢部門已對相關人員違紀情況進行調查。
據揭陽榕城區東興街道義河社區的居民反映，從本月4日

起，義河社區居委會就「關門大吉」了，該居委會辦公樓大
門上貼有一份告示稱，「村政工作人員為躲避追殺，村政決
定停止辦公」，落款時間為7月5日。
據現任義河社區居委會書記周澎泓介紹，他在今年年初的

換屆選舉中高票當選後不久，便收到村民的舉報信，稱前任
村書記周某某在任職期間，存有「一些違紀問題」。周澎泓
立即向上級東興街道辦事處匯報，相關主管領導要求其在村
委會成立一個清資核產小組，對舉報問題進行調查。但在7
月3日當天，周澎泓準備召集清資核產小組成員舉行會議
時，其前任村書記周某某竟手持兩把菜刀與家人一起衝進居
委會，對工作人員進行恐嚇，甚至追打居委會幹部。「之後
我和其他居委會幹部向上級街道辦事處匯報了情況，並向當
地派出所報了警，但事情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於是只
能將居委會關門。」
對此，揭陽市榕城區政府發佈通報稱，當地公安部門已對涉

事的周某某夫婦進行口頭警告及訓誡，並對事件展開調查。

公安部嚴查「戶口本腐敗」 管人管錢敏感
瀋陽軍區170官換位

香港文匯報訊 在瀋陽軍區聯勤
部推動的敏感崗位人員輪換活動
中，有170餘名任現職滿3年的幹
部告別了「鐵交椅」。
據《解放軍報 》報道，瀋陽

軍區聯勤部黨委感到，管人管錢
管物等敏感崗位，既是部隊建設
的重要部位，也容易滋生「四
風」問題。為此，該部黨委緊盯
敏感崗位抓問題整改，推動崗位
輪換。
這次輪換的敏感崗位包括：師

級機關涉及分管人、財、物的直

工科長、幹部科長、財務處長、
營房處長，以及相關業務部門的
參謀人員等80個崗位；團級機
關涉及分管業務經費、幹部調
整、工程建設、財務管理等8個
崗位。
為確保崗位輪換穩妥實施，聯

勤部在10個直屬幹休所進行了試
點，對符合條件的6名會計進行了
輪換。隨後，對所屬師團單位敏
感崗位人員進行全面篩查，逐項
登記、逐崗核對、逐人過關，確
保不落一人、不漏一崗。

香港文匯報訊 近年來，一些「特權人
士」利用戶籍漏洞享受超國民待遇的案件
頻頻刺激着公眾的神經，而這些案件背
後，都不難發現公安機關內部人員「裡應
外合」的身影。公安部日前召開電視電話
會議，要求各地公安機關下大力氣徹底解
決戶口登記管理「錯、重、假」問題，徹
底解決公安隊伍中極少數人濫用職權、違
法亂紀問題。
據新華網報道，這是繼今年2月提出用3

年時間全面實現戶口和公民身份號碼準確
性、唯一性、權威性的目標後，公安部半
年來第二次就戶口登記管理清理整頓工作
作出部署。
公安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內地共清

理註銷重複戶口27.1萬個，查辦偽造買賣
戶口證件案件149起，查處責任民警和輔警
46人。
公安部特別強調，要實行戶口登記管理

終身責任制，對濫用職權違法違規辦理戶
口的，無論職務、崗位有什麼變動，即使
已經退休、辭職的，也要倒查追究責任。
同時，要建立黑名單曝光制度，對於辦理
假戶口的人員，不論身份職位，都將嚴格
追責。
據悉，中國現行的戶口管理制度形成於

計劃經濟時期，帶有強烈的二元經濟結構
色彩。捆綁在戶口上的教育、醫療、買
房、拆遷等一系列福利，促成了假戶口的
市場需求。

相樂圭二殺831人 強姦34婦女
香港文匯

報訊 據國家
檔案局網站
消息，日本
戰犯相樂圭
二侵華罪行

自供昨日發佈，自供中提到，其於1937
年4月起至1945年9月3日止，通過射
殺、刺殺、斬首、燒死、摔死、餓死、
瘐死(坐監獄而死)等手段，共殺害831名
中國人，強姦34名中國婦女。
相樂圭二於1916年出生在日本福島

縣。1937年4月駐紮偽滿洲國三江縣。

1938年7月起任步兵少尉小隊長、中尉中
隊長、警備隊長、代理大隊長、大隊長等
職。日本投降後，投閻錫山部，任少將參
謀長、團長等職。1949年4月被俘。
相樂圭二在1954年11月的筆供稱：

「我於1937年4月起至1945年9月3日
止，參加日軍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惡
事實，統計於下：即殺人總數為 831
名。殺人對象內計：男住民420名，女
住民14名，民兵98名，八路軍兵員252
名，抗日軍兵員 38 名，俘虜兵員 9
名」。殺人手段計：射殺、刺殺、斬
首、燒死、摔死、餓死、瘐死（坐監獄

而死）。「傷害總人數為：519名」。手
段是：射傷、砍傷、踩地雷炸傷、刺
傷。「強姦中國婦女人數合計為 34
名」。

土埋半身 機關槍掃射逾30人
另外，還「逮捕了行宮墕附近住民約

70名左右，於行宮墕東邊約1000米地
方，把其中30餘名用土埋其半身，以機
關槍掃射，全部把他們殺害了」。另本
部的和泉軍醫中尉和條田衛生軍曹共同
將八路軍休養所中１名重病員「作為活
人解剖手段把其殺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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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樂圭二

美化戰犯 安倍5閣員向靖國獻燈

■■谷垣禎一谷垣禎一 ■■林芳正林芳正 ■■根本匠根本匠 ■■稻田朋美稻田朋美■■古屋圭司古屋圭司

■靖國神社「禦靈祭」昨日開始舉行三天。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