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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地毯式
地毯式」
」轟炸
舊照片記錄暴行
舊照片
記錄暴行

古都新城慘變煉獄 生靈塗炭竟成戰績

■潘洵教授
潘洵教授。
。

在《支那事變畫報》中，如果有「陸海之
鷲」、「荒鷲猛襲」、「荒鷲活躍」等字眼，毋
庸置疑都是日本隨軍記者記錄的日寇戰機瘋狂轟
炸的「戰績」。與之「遙相呼應」的則是，戰機
壓城，彈雨傾盆而下，團團濃黑的蘑菇雲拔地而
起，古都新城陷入一片火海等為主題的圖片，這
無疑都是日本人自己記錄下的侵華暴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程相逢、高攀
實習記者 申曉 鄭州報道 圖：本報河南傳真

日本隨軍記者鏡頭下的侵華暴行 五之二
時，日軍沒有獨立的空軍，航空部
「當隊分屬陸海軍，『陸海之鷲』就是

指陸軍和海軍的航空部隊。四處狂轟亂炸，野
蠻的『地毯式』轟炸，是日軍侵華戰爭中慣用
的戰術。尤其是 1940 年以後，日軍『零式戰
機』投入戰鬥。當時日軍憑藉其先進的戰機肆
無忌憚地投擲炸彈，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毀滅性
的災難。」西南大學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協同
創新中心常務副主任、西南大學教授潘洵說。
■日軍轟炸洛陽
日軍轟炸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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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炸重慶 學校醫院難倖免

■ 日軍轟炸蘭州
日軍轟炸蘭州，
， 隨軍記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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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記載
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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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轟炸漢口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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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數」、「日時」、「指揮者」、「戰果」
等是畫報中「本年度海鷲重慶爆擊記錄」的內
容。這份「爆擊記錄」記載了日本海上空軍在
1940年4月22日至8月9日對當時的「陪都」重
慶進行 26 次屠殺式轟炸。從「戰果」中，我們
可以清晰地看到，日軍轟炸的不僅僅是「兵工
廠」、「彈藥製造所」、「電力廠」、「自來
水廠」、「市政府」、「市黨部」、「蔣介石
住宅」，他們的轟炸目標還有「城內中央公園
附近」、「商業區」、「居民集中區」、「學
校」以及「醫院」等。事後，日方還恬不知恥
地在畫報中通過「外字新聞」轉載國外媒體刊發
空襲過後「恐怖之都重慶」的相關圖片，以宣揚
其「大爆襲」重慶的戰果。
潘洵教授曾在《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大轟炸研
究》中對日軍第 26 次轟炸重慶做了詳細的記
載：8 月 9 日，日海軍第一聯空 33 架，第二聯
空 54 架及陸偵 4 架共 91 架，分兩批突襲重慶市
區，分別對市區朝天門、行街、儲奇門、小什
字、大梁子、民族路、機房街、大陽溝、林森
路、中正路、民權路、曾家巖、國府路及南岸
海棠溪、龍門浩、江北陳家館、劉家谷等地進
行了密集投彈轟炸。這也印證了日軍隨軍記者
「爆擊記錄」中海軍飛機總指揮官樋畑部隊長
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刊登在「畫報」第九十六輯第 16 至 17 頁的 3

■日軍轟炸機飛行在再次空襲重慶的途中。
張圖片則清晰地記錄下「千年古都」洛陽遭受
日寇戰機空襲的過程。

空襲洛陽 千年古都淪焦土
其中，題為「空襲下爆炸的洛陽市街」為主
圖，幾乎佔了「畫報」兩頁，從圖片中，我們
可以看到這張從高空拍攝的洛陽城區鳥瞰圖
中，滾滾濃煙從市街中騰起，近一半城區湮沒
在戰火中。另外兩張小圖片，則分別記載了
「空襲洛陽之前飛行員接受任務」和「戰機肆
無忌憚地飛行在中原上空」的情形。這是 1941
年 5 月 17 日日軍再次轟炸洛陽的記錄。據史料
記載，當時日軍派出百餘架飛機轟炸洛陽，從

早上 7 點持續到下午 5 點，百姓死傷及房屋被
炸毀者不計其數。
據《洛陽大事記》記載：1937年的12月12日
至1944年5月，洛陽城經歷了日軍飛機長達7年
的狂轟濫炸。日軍共動用飛機 469 架，僅 1940
年2月20日一天，就出動飛機108架次，從清晨
到傍晚，不間斷地轟炸洛陽老城。日機轟炸期
間，洛陽穿白戴孝者天天可見，哭罵之聲不
斷。「日機飛過，千百噸的炸彈、燃燒彈、瓦
斯彈向洛陽城區傾瀉……爆炸煙霧騰騰升起，
多處房屋倒塌。」是當時的寫照。「千年古
都」洛陽怎抵日軍的狂轟濫炸？5,000多年文明
史的十三朝古都在抗日戰爭期間幾成廢墟。

圖片文章證轟炸遍佈南北
「畫報」中有一篇《海之荒鷲活躍》的文章，文章中記載，「福
建猛襲（五月八日） 」、「寧波巨彈（九日）」、「鎮海攻擊」、
「重慶大爆襲（十二日）」、「中南支爆襲（十三日）」、「紹興爆
襲（十四日）」、「中南支活躍（十五日）」、「太平關擊碎（十六
日）」、「汕頭爆擊（十七日）」、「廈門附近爆碎（廿日）」、
「芝罘附近爆襲（廿一日）」、「廈門附近連爆（廿二日）」、「廈
門附近猛爆（廿二日）」、「山東半島掃蕩（廿四日）」等，千餘字
的文章記錄了日軍「海之荒鷲」在中國大地上擲下大量炸彈的「戰
果」，造成中華大地上血流成河的慘狀。
據悉，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摧毀中國的抗戰意志」，達到
「迅速結束中國事變」的目的，日寇戰機對重慶、成都、西安、
蘭州、漢口、珠江、昆明、貴陽、延安以及一些中小城市展開大
規模轟炸，造成中國軍民死傷慘重，至於物資財產損失更是不計
其數。「敵機擊墜爆破千八百」、「赤都蘭州大爆擊」、「重慶
大爆襲」、「漢口飛行場巨彈雨」等《支那事變畫報》中近百幅
的圖片就是鐵證。

■日軍佔領平漢線要衝信陽 。

■圖中記錄的是日軍對西安發動持續性空襲
圖中記錄的是日軍對西安發動持續性空襲，
，
西安及周郊地區淪為廢墟。
西安及周郊地區淪為廢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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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轟炸重慶，令重慶成為恐怖之都。

燃燒彈頻投渝人口稠密區
作為國民政府戰時首都的重慶，是日本陸海軍航空部
隊「戰略攻擊」的首要目標。 每次轟炸，日軍都投下了
大量的爆炸彈和燃燒彈，目標直指人口稠密和繁華地
區，給重慶帶來了極其慘重的損失。
由 1938 年 2 月 18 日起至 1943 年 8 月 23 日，日軍發動了
重慶大轟炸，最猛烈的階段集中在 1939 年、1940 年、
1941 年。3 年時間裡，日軍集中了陸軍和海軍的主要航空
兵力，分別實施了代號為「100 作戰」、「101 作戰」、
「102 作戰」的殘暴空襲屠殺，有近 60 天襲渝機數超過
50 架次，有 30 多天襲渝機數超過 90 架次，最多一天達
175架次。

空襲主力戰機
產自三菱重工

■轟炸中國的日軍飛機多數產自三菱重工。

「『畫報』
「『畫報
』主圖中近 20 架戰機飛行在空中
架戰機飛行在空中，
，如果
仔細辨認，
仔細辨認
，這些執行
這些執行『
『重慶爆擊行
重慶爆擊行』
』的戰機就是
的戰機就是『
『九
七式重爆擊機（
七式重爆擊機
（KiKi-21
21）』。「
）』。「這種根據日本軍方要
這種根據日本軍方要
求，由『三菱重工
三菱重工』
』打敗
打敗『
『中島重工
中島重工』
』生產出的重型
轟炸機是日寇侵華戰爭期間的『
轟炸機是日寇侵華戰爭期間的
『得力助手
得力助手』，
』，是對中
是對中
國城市狂轟濫炸的『
國城市狂轟濫炸的
『元兇
元兇』。」
』。」潘洵教授說
潘洵教授說。
。
除此，「
除此
，「三菱
三菱 G3M 九六式轟炸機
九六式轟炸機」
」和「零式戰
鬥機」
鬥機
」也是
也是「
「畫報
畫報」
」中的常客
中的常客，
，它們都是由日本三
菱公司生產的。
菱公司生產的
。

1937 年，作為日本海軍侵華轟炸機主力的九六式
陸上中型攻擊機開始投入實戰，
陸上中型攻擊機開始投入實戰
， 大肆轟炸中國內
陸，除對前線抗日中國軍隊陣地狂轟濫炸以外
除對前線抗日中國軍隊陣地狂轟濫炸以外，
，還
對南京、
對南京
、南昌
南昌、
、武漢
武漢、
、成都
成都、
、重慶等城市進行長期
轟炸，
轟炸
，造成了慘重的傷亡損失
造成了慘重的傷亡損失。
。1940 年 8 月 19 日，
「零式戰鬥機
零式戰鬥機」
」開始在中國上空作戰飛行
開始在中國上空作戰飛行，
，並於 9
月 13 日從漢口起飛去轟炸重慶
日從漢口起飛去轟炸重慶，
，是當時中國軍民最
痛恨的日軍飛機。
痛恨的日軍飛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