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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華雖然迄今已近80年，84歲的林珍至今歷歷在目。
日軍侵略香港時，她僅6歲。兩年後她跟隨姐姐的步

伐，加入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為「小鬼通信員」，負責
為游擊隊傳遞信息。半年後，她隨母親到為逃避日軍而不斷需
要遷移的傷兵醫院，照顧受傷的戰士，日子過得很艱辛。

日軍搶糧殺人 惡行難盡錄
其間，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侵略者的可恨，以及她與傷兵們
的情誼：「當時冇麻醉藥，傷兵需要截肢，佢哋受到好大痛
苦，慘叫聲真係令人好難受，覺得發動侵略嘅人好冇人性！」
她並記得自己曾照顧的兩個失明戰士，雖然受了傷，更不知
前路如何，但依然積極和樂觀地去面對，「我問佢哋，睇唔到
嘢點算？佢哋只係話你唔使驚，就快打勝仗，你做咗白衣天
使，接我哋去醫病！」令年紀尚小的林珍深受感動，明白到遇
上任何困難也有信心跨過。
林珍說，日軍在港的暴行罄竹難書，侵佔香港後搶奪有用物
資，將數以噸計的糧食用軍艦載回日本，餓死的人不計其數。
而為了減少香港的人口，日軍強迫港人回鄉，一次過將載滿人
的19隻船連環拖着拉出公海返鄉，其間遇上風暴便斬纜，最
終19隻船中僅3隻到達內地，不少人無辜喪命。
在港平民則要強制登記戶籍，可是當日軍巡查時發現家中人
口減少，就指控失蹤者參加游擊隊，其家人即遭殃。有戰友便
因不在家，日軍將其父帶走問話，從此其父一去不返，人間蒸
發。這不是個別例子，而是經常發生，由此可知日軍是如此的
殘酷不仁。

批參考資料局限偏頗
林珍表示，當年日軍的惡行實在無法盡錄，這些史實也絕對
不能被輕易遺忘。對今次DSE考題竟出現「日本為中國帶來
的利大於弊」的說法，她批評設題者的思維與立足點均錯誤，
以歷史可辯證和討論作辯護並不妥當，因為只有建基於正確的
事實，才可作出辯證，若連基本事實都不提，提供的參考資料
局限偏頗，只提到所謂的好處，對日本如何侵略中國和殘害中
國人卻隻字不提，此舉實難讓年輕考生辨別真偽對錯。
她認為，試題出現問題，與香港教育制度樹立的歷史價值觀
並不夠大有關。她解釋，香港有很多歷史學家，需要對歷史有
共識並確立史實，香港的教育制度需要進行徹底的改革，確立
思維的底線與立足點，整個教育隊伍包括官員、教師等均需重
新學習。
近年不少港人對內地感到抗拒，林珍認為主因是他們對內地
的認識不深，建議港人多到內地走走，了解內地的發展，因何
變得富裕，人民的真正生活如何等，會有更大的領悟。只要堅
持改革開放、反貪防腐，國家必定會繼續發展。
林珍並期望，本港可成立香港抗戰歷史紀念館，保育這段珍
貴歷史，讓大家毋忘國恥，反對戰爭，愛護和平。她指出，多
年來一班老兵努力籌備紀念館，搜集當年史料，而當年領導東
江縱隊的羅歐鋒家族後人，也同意將已被評為香港三級歷史建
築的祖業沙頭角羅家老屋，設為抗戰歷史紀念館，只待特區政
府提供資源和協助，紀念館便水到渠成。

一疊疊總面值達11萬港元的日本軍票，雖已無法使用
猶如廢紙，但95歲的林彥斌珍而重之用6層膠袋包裹收
藏，只因當年他的父母被迫用血汗錢換成軍票，父母臨終
前仍念念不忘要把軍票兌現，林彥斌立志終此一生也要達
成父母的遺志，「因為日本必須為所做的事負責，我很希
望可以等到這一天！」曾親眼目擊日軍殺人的林彥斌表
示，當年日軍侵華導致國家生靈塗炭，不少人家破人亡，
全是鐵一般的事實，絕對不能抹煞，希望年輕人不要忘記
這段慘痛歷史。
年近百歲的林彥斌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將已近80

年前的前塵往事娓娓道來。當年，他只有14歲，經營小生
意的父母與其他市民一樣，被日軍強迫將所有積蓄兌換成
日本軍票。軍票發行初期與港元等值，之後匯率定為兩港
元兌1元軍票，後來更變成4港元僅能換得1元軍票。

私藏港元被揭隨時殺頭
他解釋道：「當年港元是國際貨幣，可在外地流通，日

軍就發行軍票，強迫市民交出港元來兌換，日軍獲得港元

後就在澳門等地購買物資，更強迫平民必須將全部財產兌
換成軍票，如果不肯依從，或私自藏起港元被揭發，就會
被殺頭，性命不保，大家在如此威嚇下莫敢不從。可是日
本戰敗投降後，卻一走了之。」
林彥斌說，其父母當年被迫將血汗錢換成軍票，以現時

價值計算，這些軍票或價值逾百萬港元。父母離世後，林
彥斌繼承他們的遺志，將軍票好好保存，雖然數十年來這
些軍票仍未被承認，向日本爭取賠償的過程也處處碰壁，
但他從來沒有想過放棄，表明在有生之年仍會繼續爭取，
「因為日本必須為所做的事負責，我很希望可以等到這一
天！」

親睹日軍殺人 傷害不能遺忘
雖已事隔80年，林彥斌對當年日軍犯下的種種惡行，
至今仍歷歷在目，他更曾親眼目擊日軍殺人，「他們說那
人偷東西，要他在海旁跪下，在後面用長劍斬他的頭，再
將屍體踢落海。」
他狠批日軍濫殺無辜，草菅人命，「當時因為糧食不

足，日軍認為平民與他們爭糧食，不時將無辜平民拐走及
掉入公海，或將他們運到荒島，任由他們自生自滅，完全
視人命如草芥」。
他續說，日軍更會用不同方法羞辱和折磨平民，如平民
經過日軍站崗的地方，必須向日軍鞠躬敬禮，更設被稱為
「吊飛機」的懲罰方法對付平民，手法是用繩綁着平民的
兩隻拇指，將其身體吊起使雙腳離地，令受害者飽受折
磨。
林彥斌說，事隔久遠，現在香港許多年輕人或不知道當

年日軍的惡行，甚至被別有用心的人誤導，扭曲歷史真
相，使年輕一代對日本侵華歷史出現偏頗的印象。他不想
歷史事實隨着上一代人逐漸離世而長埋黃土，甚至被人篡
改，所以他不惜奔波講述當年的親身經歷，讓年輕一代知
道有無數中國人因日本侵華而受傷害，這全是鐵一般的事
實，絕不應該被輕易遺忘。
對黑暴肆虐香港，林彥斌表示，自己有從新聞報道中獲

悉。他認為，香港從戰後一直走來，經過很多人的努力才
有現時的成就，呼籲年輕人保持冷靜，不要因一時衝動做
出破壞社會和法治的行為，因為對自己和任何人均沒有得
益，只會帶來傷害，絕不值得，希望他們三思。

中學文憑試歷史科出現要考生評價日本侵
華「利多於弊」的試題，香港索償協會主席
劉文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狠批該試題毫不
合理，立場偏頗，沒有任何討論空間。日本
當年對中國和香港所造成的傷害罄竹難書，
並未帶來任何益處。他認為考評局必須取消
該試題，更希望年輕人不要輕易被誤導。
劉文指出，日軍當年入侵中國時做出種種

惡行，包括數以百萬計平民無辜被殘殺，雖
已事隔數十年，但無論是當年親歷慘況，抑
或從歷史文件中得知這些歷史的中國人，都

會記憶猶新、難以釋懷。
他續說，香港經歷過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
時期，老一輩對當時的慘痛經歷仍歷歷在
目，平民當年辛苦儲來的所有積蓄均被強迫
用來兌換軍票，違者即被嚴懲甚至殺害。日
本其後撤出香港，更不肯承擔責任，令平民
手上的軍票頓變廢紙。
劉文表示，協會早於1968年成立，這50

多年來從未放棄追討，鍥而不捨要求日方兌
現當年的軍票，惟日方卻一直置若罔聞，令
他們追討無門。據統計，受影響家庭有

3,500個，涉及的軍票面值達5.4億港元。
他直言，日本當年對中國及香港造成了極
大的傷害，所謂日本侵華是「利多於弊」的
試題完全站不住腳，立場極為偏頗，且沒有
任何討論空間。他認為，教育局要求考評局
取消試題的做法合理，更希望香港的年輕人
可多讀歷史了解史實，不要輕易被誤導。

香港有今日安居樂業、繁華光景，是幾代香港人打拚出來的
成果。但去年黑暴肆虐令香港飽受摧殘，社會及經濟大受打
擊，令當年親歷戰爭苦難的林珍感到非常心痛。
林珍說，香港戰後百廢待興，全賴每一個港人堅毅不屈、克
勤克儉、努力耕耘，才令香港經濟得以起飛，成為國際大都
會，無論在人口壽命、自由度、以及民生各方面的條件，均在
國際上名列前茅，這一切得來不易。
她希望港人惜福，不要再對社會造成難以修補的破壞，並呼
籲大家不要亂信謠言，更不應目光短淺，只看眼前利益，尤其
社會對年輕人有很大的期望，老一輩的人始終會離世，未來是
屬於他們的，如果繼續肆意破壞香港的法治制度及社會經濟環
境，留下的爛攤子，將造成極深遠的影響，也難再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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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民族傷痛
試題極荒謬

中國經歷日本侵華的八年抗戰，香港也曾淪陷捱過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苦難，對

每名曾親歷這黑暗時代的人至今仍是一場夢魘。但在今日香港，中學文憑試

（DSE）歷史科試卷一條必答題，竟問考生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

帶來的利多於弊」，挑起中國民族的傷痛。香港文匯報日前訪問多名見證這段血淚史的港人，他們異口同聲訴說日

軍當年罄竹難書的暴行，為中國人民只帶來災難，「利大於弊」的命題極荒謬，並狠批考題偏頗誤導，嚴重傷害包

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感情。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隊員、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林珍認為， 本港的

教育制度必須徹底改革，並質問道：「為何回歸那麼多年的香港，還會有這樣的考題？我們非常憤怒和心痛！」

黑暴毀港安定 只盼港人惜福

日害罄竹難書 盼年輕人清醒

■林珍指當年日軍的惡行難以盡錄，這些活生生的慘痛史實絕對不
能被輕易遺忘。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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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反修
例」風波至今，「黃師」、「黃教材」
洗腦情況愈見肆虐。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昨日指出，自去年6月至今年3月底，共
接獲192宗有關教師可能涉及社會事件中
專業失當的投訴，並就當中54宗個案採
取行動，包括向14名教師發譴責信、8名
教師發警告信、17名教師發出勸喻信、
15名教師作出口頭提示。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則呼籲局方應公開上述54宗個
案涉案人員任職的學校名稱，讓家長可
知情取捨，給孩子在陽光下接受教育。
楊潤雄以書面回覆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葛珮帆的提問，提及教育局於上述期間
接獲的192宗個案中，大部分涉及教師發
表仇恨、詛咒等不恰當言論，其他還包
括教師極度不雅的說話或粗言穢語侮辱
他人、部分涉及不恰當教材、個別教師
涉嫌違法等。

教育局已大致完成調查144宗個案，51
宗不成立，39宗初步有機會成立，其餘54
宗則已採取跟進行動，包括向14名教師發
出譴責信及向8名教師發出警告信，這些
教師如再次作出失德行為，局方會考慮按
《教育條例》取消其教師註冊。
同時，局方亦分別向17名教師發出勸

喻信，以及向15名教師作出口頭提示，
提醒他們不應作出有損教師專業形象的
行為和應尊重社會接受的行為準則。

CY促公開名單 設網站收料
大部分涉案教師在中小學任教， 另有

小部分老師任教幼稚園及其他類別學校
如補習社及夜校。在大學方面，楊潤雄
提醒大學師生均不應濫用學術自由以發
表失實、煽動仇恨或鼓吹不恰當行為的
言論，如收到有關大學教職員發表類似
的言論的投訴， 局方會要求大學按其既

定政策和機制處理。
梁振英昨日在其個人facebook對事件表

示關注。他指出，部分青少年在修例風波
期間成為暴徒，歸根究柢是在學校被激進
化，治本辦法是處理極少數在學校向學生
灌輸偏激政治思想的老師和其他人士。
他表示，《803基金》委託的律師近日

再向教育局發信，要求教育局將經調查
後確定違反專業操守的老師所任教的學
校名稱公開，「讓家長知情取捨，道理
一如政府公開所有出現新冠疫情的大廈
名稱」。若教育局繼續拒絕， 《803基
金》會轉向法庭提出要求。
同時，《803基金》決定建立專門網

站，讓社會各界人士提供有關教師和其
他教育界人士在校內校外荼毒學生的資
料和證據，一經證實有人違規犯紀甚至
犯法，會向教育局及其他政府部門以至
法庭舉報。

教局接192宗教師涉專業失當投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