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2月13日，是第五個南京大屠殺

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對於遼寧省北票市日偽時期死難礦工紀念館的

老館長、62歲的劉鵬遠而言，每一天都是莊嚴的公祭日。

劉鵬遠退休了，但「心」就像一根
釘子釘在了台吉山。這座位於北

票市台吉鎮南山村的荒涼大山靜默無
語，死難礦工紀念館矗立在北山南坡
上，講述着3萬多名中國礦工的悲慘遭
遇。

「我要把白骨的冤屈說出來」
劉鵬遠身材瘦削，個子不高，臉上縱

橫着深深的皺紋，皮膚被風吹得黑裡透
紅，總是穿着一身破舊迷彩工裝。
34年來，劉鵬遠每天都要來看看死難
礦工的遺骨。他手拿着一把刷子、一塊
抹布，走進了「人窖型」屍骨房。門樑
上懸挂着「死難礦工永垂不朽」的匾
額，兩條十幾米長的玻璃罩下全部是森
森白骨。
劉鵬遠一邊用抹布輕輕擦去玻璃上細

細的灰塵，一邊解釋說：「這是日本侵
略者掩埋、處置勞工屍體的中期形式。
初期還是單人單坑，有一層薄皮棺材，
中期直接就變成了多人一坑，一個大薄
皮棺材裝三四具到五六具屍體。有個60
平方米的坑，挖出屍骨240具。」
1984年，一次井下事故給劉鵬遠造成

了9級傷殘，傷好後他被安排到紀念館
工作，一幹就是34年。
每天守着這些屍骨會不會害怕？守着

這個「萬人坑」有什么意義？「我不
怕！」劉鵬遠說，這些纍纍白骨，曾經
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卻遭受磨難而
死，今天總要有人來看着、管着。「萬
人坑是日本侵略中國的鐵證，見證着日
本霸佔殖民北票的歷史。我要把這些不
會說話的白骨的冤屈說出來，把他們講
不出來的歷史講出去。」

講起「台吉萬人坑」背後的故事，劉
鵬遠語氣沉重起來。他說，根據史料記
載，從1933年到1945年，日本侵華軍
隊霸佔北票煤礦，瘋狂掠奪大量的優質
煤炭，實施「要煤不要人」「人肉採
煤」政策，致使非正常死亡的礦工多達
31,200多人，形成了5處萬人坑。
在這5處萬人坑中，唯有台吉南山萬人

坑至今保存比較完好。1967年5月，原北
票礦務局對台吉南山萬人坑進行一次全面
挖掘整理，在25.48畝山坡上，就挖掘出
勞工遺骨6,500多具。1969年3月北票日偽
時期死難礦工紀念館落成。
在挖掘的勞工遺骨中，有的頭上有個

窟窿，說明是被榔頭之類鐵器擊傷而致
死的；有具屍骨，下肢4處被打斷，遺
骨雖然在地下埋了20多年，挖掘時骨折
處血痕還清晰可見；有具屍骨，下肢彎
曲、臀部翹起，兩臂抱着頭，這是一具
明顯被活埋的屍骨。
「到了後期，日本侵略者垂死掙扎，

這也是對勞工迫害最為殘酷的時期、死
亡人數最多的時期。」劉鵬遠說。

「遺忘就意味着背叛，我這34年，
守護的不僅是一堆堆白骨，更是守護
着這份無聲的罪證，日本侵略者的罪
行鐵證如山，永遠不能被忘卻。」劉
鵬遠說。

「活着守這裡死了也作伴」
據調查，遼寧境內較大的經考證的

「萬人坑」共有30多處，大多分佈在撫
順、本溪、阜新、北票、大石橋等地礦
山，也有少數是日本修建大型軍事設施
或水電站時留下來的。
長期研究日本侵華時期萬人坑的中共遼

寧省委黨校教授李秉剛說，在侵華戰爭期
間，日本在生產上實行「人肉開採」政策，
造成冒頂、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不斷，
吞噬了無數中國礦工的生命。
劉鵬遠雖然已經退休了兩年，但他捨

不得放棄他一生的事業。「只要我的腿
還能動，我就會一直守着『萬人
坑』。」劉鵬遠說，「我告訴我兒子，
我死了，就把骨灰留在這裡，活着守了
這裡一輩子，死了也和他們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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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館長34年守護3萬白骨
無數礦工遭日軍毒打活埋 萬人坑見證日寇獸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2月13
日是南京大屠殺81周年，也是第五個南
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近日，為悼
念大屠殺死難者並揭露侵華日軍殘忍罪
行，日本有識之士於廣島、大阪、名古屋
等多地舉辦紀念活動，呼籲人們銘記歷
史、開創兩國和平友好的未來。
受主辦方邀請，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常志

強之女常小梅來到日本，通過講述自己父
親的證言，向日本民眾揭露日軍犯下的滔
天罪行：日軍1937年12月攻佔南京時，
年僅9歲的常志強目睹父母和4個弟弟被
日軍殘忍殺害，一家6口鮮活的生命就這
樣被頃刻剝奪。「當時，整個南京城慘遭
日軍血洗。大量無辜生命被屠殺，有多少
家庭為死去的親人流盡淚水。」
如今，90歲高齡的常志強已不能親自

來到日本介紹自己的經歷。常小梅表示，
對侵華日軍暴行的控訴，不能因為南京大
屠殺倖存者們的老去或死亡而終結。作為
大屠殺倖存者的子女，自己有責任和義務
代父親向日本民眾揭開歷史真相。

呼籲銘記歷史
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連紅也受主辦方邀

請，向日本民眾介紹了西方記者、傳教
士、外交人員等所記錄的南京大屠殺相關
報道、影片、史料等，通過當年國際社會
的視角揭露了侵華日軍大規模屠殺手無寸
鐵的民眾及強姦婦女、掠奪財物等殘酷行
徑。
前來參加大阪紀念活動的田中裕司告訴

記者，自己大學專業和工作都與中國相
關，在與中國民眾交往、交流之中逐漸了
解了一些歷史真相，便渴望更深入地學習
這段歷史。他表示，倖存者的經歷令人震
撼，人們有必要將歷史真相傳遞給下一
代。
系列紀念活動的主辦方之一－民間團
體「南京大屠殺60年大阪」幹事樅山幸
子告訴記者，在日本一直有人試圖否認南
京大屠殺的歷史，而親歷者的證言對於日
本民眾了解真相來說是最直觀的形式。從
上世紀90年代起，相關團體每年都邀請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到日本演講，至今已持
續20餘載。
紀念活動的另一主辦方－民間團體
「No More南京名古屋之會」幹事平山良
平告訴記者，日軍犯下的南京大屠殺罪行
鐵證如山，日本應向德國學習，必須承認
曾經的加害歷史真相，充分反省並汲取教
訓，才能夠向未來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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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歷 史 理 枯 骨

十年前撿到兩件文物，十年後

又撿到3萬元（人民幣，

下同）現金，對於家

境貧寒，以拾荒維

生的陝西西安70

歲老人唐舍娃來

說，這些撿到的

東西或許能徹

底改變他的生

活，然而在無價

之寶和一沓厚鈔票

面前，這位老人一秒都

沒遲疑便作出了自己

的抉擇：上交政府。拾

荒十年來，他所住村莊的村民

已經記不清唐舍娃幫助多少人撿回了

丟失的物品，唐舍娃不僅不要任何回

報，同時連上交文物所獲的現金獎勵也婉言謝絕

了。因為在他看來，雖然自己家庭貧窮，但是撿到別人

的東西一定要歸還，做一個好人，給下一代做一個好榜

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曾被印在人幣上
豐滿水電站原壩被拆除

中科大研發柔性機械手 可抓取豆腐蛋糕

據了解，唐舍娃家住西安市灞
橋區唐家寨村，今年 70

歲，平日裡以拾荒維持生計，生
活清貧。2018年11月18日，唐
舍娃和往常一樣，穿梭於灞橋區
的各個區域拾荒。在來到該區蘇
村時，唐舍娃發現垃圾台上放置
着一個黑色書包，他以為是別人
遺棄的廢品，沒想到打開後卻發
現裡邊竟然是厚厚幾沓人民幣。
第二天，唐舍娃來到西安市灞橋
區委，在宣傳部工作人員的協助
下報警並將裝有錢的書包上交警
方處理。

「不是我的東西絕不拿」
「老人撿到包後就沒有再動過

裡邊的東西，直到到了派出所才
和民警一起清點錢數，一共整整
3萬元。」說起當日的情景，當
天接警的警官非常感動。而唐舍
娃卻說，那麼多錢，失主該有多
着急啊，這些錢也是失主辛辛苦
苦賺來的。「我雖然收入不高，
但不是我的東西我絕對不會去
拿。要是下次再碰到這樣的事
情，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上交給
公安機關。」
就在大家紛紛為唐舍娃老人

點讚的時候，西安有關部門工
作人員又說出了老人10年前的
一件往事。原來，10年前，唐
舍娃在一個垃圾場撿拾垃圾
時，偶然發現兩塊石碑，隱約
中他感覺此碑應該是文物，於
是當即便將石碑上交給西安市
文物保護考古所。
後經文物專家初步鑒定，這兩塊

石碑出土於同一墓葬，係唐代皇室

貴族墓葬內的文物。其一是墓誌銘
蓋，其二是道教北方真文鎮墓石，
對研究唐代社會發展和喪葬習俗提
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鑒於這兩塊石碑的重要價值，

文物部門擬對唐舍娃進行現金獎
勵，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老人堅
決謝絕，並一再表示，既然是文
物就應該交給國家保護好，這是
自己本來就應該做的。

挨家挨戶找失主
唐舍娃所住村莊的村民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他撿到的物件，
都要挨家挨戶尋找失主，不願讓
別人着急。
雖然入圍第二屆「薪火相

傳——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傑
出人物」、獲得「陝西省道德模
範」提名獎榮譽稱號，但如今的
唐舍娃老人依然像往常一樣，每
天一大清早就推着自己的手推
車，邁出家門，四處拾荒。在唐
舍娃看來，只要誠實守信、辛勤
勞動，生活永遠美好。

12日10時58分，隨着一聲巨響，
位於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上的「中
國水電之母」豐滿水電站原大壩進
入爆破拆除工序。
豐滿水電站是中國較早建成的大

型水電站，曾被印在1953年版的伍
角人民幣上。原大壩下游120米處，
一座新壩已澆築完工。

1秒爆破減少噪音
豐滿電站舊壩1,080米長，最大壩

高92.7米，分60個壩段。大壩不同
於一般的建築，體型大，結構複
雜。「為了不影響下游和周邊百姓
的生活，同時也考慮到周邊建築物
及對新壩的保護，最終確定拆除工
作採取分台階、分層次、鬆動爆破
的方式來實施。」豐滿大壩重建工
程監理中心總監理工程師姚寶永

說，處於舊壩中間部位的第32壩
段，全長18米，寬度為13.5米，高
度為4.2米。此次採用爆破方式鬆動
目標壩體，隨後利用機械進行清
理，爆破過程持續時間只有1秒鐘左
右。

新壩設魚道增殖站
舊壩體已有近80年的歷史，呈現
出防洪能力不足、混凝土強度低等問
題。經多方論證，決定在原址下游
120米處新建一座大壩。新壩增加了
防洪能力設計，能進一步完善松花江
流域防洪佈局，保證流域汛期安全和
供水供電。根據松花江魚類洄游特
性，新大壩還增設了魚道和增殖站，
建設了升魚機，以有效保護生態。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冶及新華社報道

■■吉林豐滿水電站舊壩昨日爆破吉林豐滿水電站舊壩昨日爆破
拆除拆除。。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 攝攝

機械手柔軟到可以抓取豆腐、蛋
糕、瓷碗、紙張？12月11日，中國
科學技術大學發佈了自主研發的新一
代「機械人柔性手爪」，現場演示可
成功抓取豆腐、蛋糕等物品，成本將
降至千元以下，推向大眾市場。
「機械人手爪」的學名是機械人
末端夾持器，是機械人提供精細化
服務和參與智能製造的關鍵部件之
一。現有主流手爪產品性能難以滿
足需求，價格昂貴，限制了普及。
據現場演示，他們研製的新型
「機械人柔性手爪」，對單薄的紙
張、光滑的瓷碗、柔嫩的豆腐、蓬
鬆的蛋糕等物品，均能自主判斷物
體形狀和大小，準確、穩定、完好

地實現抓取和放置。
中科大機械人實驗室主任、教授

陳小平介紹，新型「機械人柔性手
爪」將首先配置在中科大研製的智
能家庭服務機械人「可佳」身上，
有望在養老服務、商業物流等多個
領域得到應用。 ■新華社

■內地自主研發的「柔性手爪」，可
抓取豆腐、蛋糕等物品，成本或降至
千元人民幣推出市場。 網上圖片

■拾荒老人唐舍娃上交現金後現
場簽字。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拾荒老拾荒老
人唐舍娃人唐舍娃
接受記者採接受記者採
訪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印有大壩畫像的五毫人民幣。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