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A10

新聞

■責任編輯：葉格子

2020年8月16日（星期日）
2020年
2020
年 8 月 16
16日
日（星期日）

日本投降75周年 各國人士祈和平
2020年8月16日（星期日）

南京展珍貴文物 含戰犯判決書底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8 月 15 日是日本戰敗投降 75 周年紀念
日，也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館 35 周年紀念日。當天南京舉行多項紀念活
動，包括展出審判日軍戰犯的判決書底稿、鄧小平題寫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原
件等眾多珍貴文物史料。日本等國民間和平人士紛紛通過視頻寄語，共同祈願和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15 日通過
媒體表達關於「村山談話」發表 25 周年的感言，期待這一談話
繼續為日本、亞洲以及世界的和解、和平與發展作貢獻，並強調
日中兩國構築長久友好關係極其重要。
「我擔任總理大臣時恰逢日本戰敗 50 周年，認為有必要在這
個歷史節點闡明日本政府方針，即虛心承認歷史事實，走和平民
主主義、國際合作道路，由此下決心發表『村山談話』。」談
起自己發表談話的初衷，這位 96 歲的日本前首相在感言中這
樣說。
村山回顧，這次談話發表於 1995 年 8 月，而在發表談話
10 年前，即 1985 年 8 月 15 日，中曾根康弘成為戰後第一
位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同日在
中國南京開館。
村山表示，在談話出台過程中，他要求撰稿人必須
明確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亞洲人民帶來難以忍受
的災難和痛苦這一歷史事實，表示謝罪，並決心不再
發起侵略和殖民統治。他說，很榮幸「村山談話」受
到世界各國人民和政府的高度評價，期待「村山談
■侵華日軍南京
話」今後繼續為日本、亞洲以及世界的和解、和平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和發展作出貢獻。
15 日舉行撞響和平大鐘
在感言最後，村山強調，對日本來說，與中國構
儀式。圖為南京紫金草
築長遠的和平、繁榮的友好關係極其重要。為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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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和平與穩定，日中兩國也應構築穩定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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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與發展。

循聲進——侵華日軍南
《應聲立
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35

周年回顧展》當天舉行，展覽回顧了
紀念館 35 年來的建設和發展歷程，並
展出了眾多珍貴文物史料，包括國民
政府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庭長石
美瑜法官保存的對日軍戰犯判決書底
稿、約翰．馬吉拍攝日軍暴行使用過
的攝像機皮盒、鄧小平為紀念館題寫
館名的原件、發掘「萬人坑」時的照
片和資料等等。
江蘇省文明辦副主任公永剛在展覽
開幕式上表示，紀念館立足南京、面
向國內國際，以史料、文物、建築、
雕塑、影視等綜合手段，全面展示南
京大屠殺歷史史實，揭示南京大屠殺
歷史真相，在批駁否認南京大屠殺的
言論，加強對外宣傳和輿論鬥爭，開
展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教育等方面發
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 2014 年
以來，在紀念館連續六年成功舉辦了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宣
示了中國人民牢記歷史、不忘過去，
珍愛和平、開創未來的堅定立場，贏
得了國內國際高度評價。

來自社會各界的35名嘉賓代表現場敲

響35下和平鐘，為展覽揭幕，35響鐘聲
象徵着紀念館走過的35個春秋。因為疫
情無法來到現場的日本、加拿大、澳洲
等國民間和平人士，則通過網絡視頻發
表和平寄語。

重現抗美援朝 謳歌英雄兒女 致敬「最可愛的人」

全景戰爭史詩劇《跨過鴨綠江》開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廣播電視總
台央視新聞報道，2020 年是中國人
民 志 願 軍 抗 美 援 朝 出 國 作 戰 70 周
年。8 月 15 日，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出品、總台影視劇紀錄片中心攝製，

總台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有限責任公
司承製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劇《跨過
鴨綠江》在京隆重開機，中宣部副部
長、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該劇總
出品人慎海雄為開機揭幕。中央廣播

電視總台編務會議成員、該劇出品人
薛繼軍在開機儀式上致辭。中宣部文
藝局局長諸迪以及有關方面負責人出
席開機儀式，該劇主創代表總製片人
王浩、王雁，導演董亞春、編劇余
飛，主要演員代表丁勇岱、劉之冰、
姚剛、王同輝、劉濤、王挺、王九
勝、劉旭、趙波等參加了開機儀式。

弘揚保家衛國偉大精神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劇《跨過鴨綠江》在北京隆重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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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跨過鴨綠江》將全景式展現
抗美援朝戰爭和抗美援朝運動，弘揚革
命英雄主義、革命樂觀主義和國際主義
精神。該劇秉持「大事不虛、小事不
拘」的創作原則，着力塑造中央領導決
策層、志願軍將領、前線志願軍戰士
（包括標杆式英雄楊根思、黃繼光、邱
少雲、楊連第等）等人物，旨在弘揚抗
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精神，展現中
華民族在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艱難時
期，不畏強權霸權、敢於鬥爭、勇於勝
利的重大歷史抉擇。
薛繼軍在致辭中強調，總台將以高

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圓滿完成此
次重大革命歷史題材拍攝任務；秉持
「工匠精神」，激發正能量，着力提
升藝術水平和群眾滿意度；要全心投
入、全力以赴，保持攻堅克難、甘於
奉獻的工作作風；要創新機制、保障
有力，推進「總台出品」電視劇行穩
致遠。創作組要珍惜這一次難得的創
作機遇，精心打磨作品，勇於擔當作
為，靠作品和影響力說話，推出一部
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的精品力
作，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 70
周年，致敬「最可愛的人」，用偉大
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激勵當
代中國人民奮勇前行！
該劇集結了國內頂尖的軍事題材主
創團隊，著名導演董亞春執導，編劇
余飛，著名表演藝術家唐國強及丁勇
岱等眾多實力派演員出演。
該劇將在北京、瀋陽、天津、河
北、黑龍江等省（市）拍攝，計劃於
今年 12 月攝製完成，並擇時在央視綜
合頻道黃金時間播出。

展出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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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像機皮盒
約翰．馬吉用過的

當天早晨，紀念館還舉行了莊嚴
的升旗儀式，紀念 75 年前那個歷史
時刻。《南京大屠殺史實展》尾廳
城牆區域則被特意裝飾一新，一把
折斷的日本軍刀（木刀模型）寓意
日本投降，底部展台荊棘中融入日
本 於 1945 年 9 月 9 日 簽 署 的 《 降
書》文創品，表達戰爭的殘酷、
抗戰歷程的艱險。同時，配以
象徵生命力、意志力、團結之
意的花材，表達戰爭中中國人
民團結一心，自強不息的民
族 精 神 。 展 台 邊 插 有 75
朵 菊 花 ， 表 達 75 年 來
不忘對遇難同胞的
祭奠，對英烈的
致敬，以及對
和平的永久
祝願。

戰犯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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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這場戰爭，很抱歉我的國家
曾給中國人民帶來那麼多的痛苦。」
日本神戶南京心連心會成員飛田先生
說，「未來我們應該銘記歷史的經驗
教訓，去守護現有的和平。」神戶南
京心連心會成員岡內女士也表示，
「日本人是熱愛和平的，不允許軍國
主義復活，我們要努力通過反戰運動
去守護和平。」
澳洲國際友人梅根．布萊迪和克里
斯：「在時間的長河裏，我們不會忘
記曾經遭受過的戰爭與暴行，也不會
忘記那些逝去的生命。在此，以我之
聲，祈願和平。」加拿大年輕女孩梅
根．布萊迪的曾祖父理查德．布萊迪
當年曾在南京鼓樓醫院擔任外科醫
生，救治和幫助過許多難民。梅根感
慨道：「戰爭和衝突，最後傷害的都
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我們要守護和
平，讓歷史的悲劇不再發生。」

鄧小平題字原件

日民眾：銘記歷史守護和平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冀「村山談話」貢獻世界和平

劉結一：
冀台青為兩岸關係作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
任劉結一15日通過視頻連線在第八屆海峽青年節啟動儀式上致
辭，希望廣大台灣青年胸懷民族大義，為兩岸關係克服阻力、戰
勝邪惡、向前發展作出貢獻，並表示我們將繼續為青年台胞來大
陸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劉結一表示，祖國大陸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凡歷程，凝聚着
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親情，包含着在大陸廣大台胞台企和許多台
灣青年的貢獻。祖國大陸率先有效控制疫情，經濟社會發展展現
出韌性和活力，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新發展格局必將推動發展邁上新水平，為台灣青年來大陸取得
更大發展提供了廣闊天地。
劉結一強調，青年是民族的未來和希望。期待廣大台灣青年把
握時代脈搏，看準發展機遇，兩岸青年在民族復興、國家統一的
進程中攜手奮鬥、勇擔使命，鑄就無悔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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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 6 大學躋身軟科全球百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高等教育評價機構軟科 15 日正
式發布「2020 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
名」，排名展示了全球領先的 1,000
所研究型大學，中國大學學術水平和
國際影響力快速提升。

今 年 中 國 內 地 共 有 144 所 高 校 上
榜，上榜學校數較去年增加 12 所，其
中 71 所高校入圍全球 500 強，較去年
增加 13 所，並有 6 所中國內地大學位
列全球百強。
今次最新公布的榜單顯示，清華大

學在中國內地排名最高，位列全球第
29 名。北京大學排名上升 4 名，首次
入圍全球50強，位列全球第49名。浙
江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排名持續上
升，分別位列全球第58名和第63名。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

復旦大學進步明顯，雙雙躋身全球百
強，位列全球第73名和第100名。
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ShanghaiRanking's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簡稱 ARWU）是
世界範圍內首個綜合性的全球大學排
名，2003 年首次發布，今年發布的是
第 18 版，迄今已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
和權威性的大學排名之一。

台灣高雄市長補選結果揭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高雄市長補選 15 日舉行
投開票。高雄市選務主管機關計票結果顯示，民進黨候選人陳
其邁當選高雄市長，得票 67.18 萬票，得票率為 70.03%。中國
國民黨候選人李眉蓁得票 24.84 萬票，得票率為 25.90%；台灣
民眾黨候選人吳益政得票3.89萬票，得票率為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