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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抗戰勝利72周年 國際和平集會舉行

逾十國人士南京悼大屠殺遇難者

悼念九寨溝地
震遇難者公祭
活動 15 日在
四川省九寨溝
縣城新區文化
廣場舉行。近
千名機關幹
部、部隊官兵
及民眾代表整
齊列隊，莊嚴
肅立默哀1分
鐘，並敬獻鮮
花，深切緬懷
在地震中遇難
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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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8月15日是日本戰敗投降紀

念日，來自中國、日本、美國等十多個國家的和平人士15日在侵華日軍南

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國際和平集會，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2周

年，並悼念80年前慘遭日軍屠戮的30萬遇難者。

本次國際和平集會由南京市外

事辦公室和侵華日軍南京大

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主辦，日本

神戶．南京心連心會第21次訪華

團的20名日本民間人士，巴基斯

坦、孟加拉、約旦、印度等十餘

個國家的20名在華留學生，以及

曾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記錄日軍暴

行和救助南京難民的美國牧師約

翰．馬吉的孫子克里斯．馬吉等

人參加集會。

留華巴生：維護和平任重道遠
和平集會上，侵華日軍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和日本

神戶．南京心連心會分別向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敬獻花圈，全

體人員向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默

哀。南京亞倫原創作品合唱團

演唱了《和平之花——紫金草》

與《和平永駐的祖國》兩首歌

曲，用歌聲表達了對和平的祝

福。

目前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國

際貿易專業就讀的巴基斯坦留學

生李卡，代表參加集會的留學生

發表講話。他說，1945年的8月

15日，挑起罪惡侵略戰爭的日本

宣佈無條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72年

後，我們相聚這裡，緬懷歷史、

珍愛和平”。

“作為一名青年國際學生，

雖然我們生活在和平的環境中，

但我們不應該覺得和平理所當

然，維護和平依舊任重道遠。”

李卡表示，這裡每一寸土地、每

一塊磚石，都鐫刻着中國人民深

受民族苦難的歷史記憶。鐵一般

的實證，時刻喚醒每一位善良的

人們對和平的嚮往和堅守，全世

界熱愛和平的青年學子都應牢記

身上肩負的歷史責任。

飛田雄一：讓日本人了解史實
神戶．南京心連心會秘書

長、神戶學生青年中心館長飛田

雄一，已經連續21次來南京參加

國際和平集會。他說，自從21年

前來到南京，實地參觀和南京大

屠殺有關的歷史遺跡並走訪倖存

者之後，他就覺得必須讓更多的

日本人了解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

相。為此，他和一些愛好和平的

日本民間人士不斷發掘南京大屠

殺事實，並在日本進行傳播，通

過自己的力量捍衛歷史、維護和

平。

約翰．馬吉的孫子克里斯．

馬吉是首次訪問南京和參加和平

集會，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悲

傷和歡樂交織”，因為重新回到

祖父當年生活的地方，他非常激

動，“就像回家一樣”，但是南

京大屠殺的歷史又令人感到悲

傷。克里斯．馬吉指出，南京大

屠殺不像德國納粹在歐洲實行的

大屠殺一樣廣為人知，他有責任

像祖父約翰．馬吉一樣，不僅把

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告訴自己

的子女，還要讓更多的人知道這

段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

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15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中方讚賞日本國內有

識之士揭露歷史真相的勇

氣，希望日方認真傾聽國內

外的正義呼聲，正確認識和

深刻反省日本軍國主義侵略

歷史，切實尊重中國等亞洲

受害國人民的感情。

有記者問，8月13日，

日本NHK電視台在日本侵

華戰爭戰敗72年前夕播放

了一期特別節目——《731

部隊的真相》，發掘了侵

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超過

20 個小時的認罪錄音，完

整還原了這支部隊在侵華

戰爭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表示，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侵華日軍對

中國人民發動了令人髮指

的細菌戰，進行了慘無人

道的人體活體試驗，犯下

了反人類的滔天罪行。有

關史實鐵證如山，不容否

認。日本只有正確認識過

去那段歷史，才有可能卸

下歷史包袱。

中方促日正視並深刻反省侵略史實

“如果安倍真想反省戰爭，應

該到這裡（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

難同胞紀念館）來，而不是靖國神

社。”得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再次向供奉有二戰甲級

戰犯的靖國神社獻上祭祀費的消息後，日本神戶·南

京心連心會團長宮內陽子女士批評道。

連續5年未提加害責任
在日本戰敗投降紀念日當天，安倍晉三委託自民

黨總裁特別助理柴山昌彥，以自民黨總裁的名義向靖

國神社獻上被稱為“玉串料”的祭祀費，這是他2012

年就任首相以來，連續第5年在日本投降日當天向靖

國神社獻上祭祀費。當日，日本政府在位於東京的武

道館循例舉行了“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安倍晉三

也是連續第5年未在該追悼儀式上提加害責任。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神戶·南京心連心

會一行20人當天專門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

胞紀念館，參加在當地舉行的國際和平集會，悼念南

京大屠殺30萬遇難者並莊嚴宣誓，祈禱世界和平。據

了解，神戶·南京心連心會是日本的民間組織，由一

群致力於中日友好的民間人士組成，每年的8月15日

都會來到南京舉行和平集會，已經堅持了21年。

宮內陽子指責以安倍晉三為首的日本右翼勢力

正準備修改和平憲法，讓日本可能再次走上戰爭的

危險道路。“我們要盡力阻止右翼勢力，維護世界

的永久和平。”她表示，二戰期間，日本的廣島、

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很多日本民眾因此受到傷

害，日本每年也會舉行紀念活動，但是很多日本人

並不知道，當年日軍在南京實施的大屠殺給多少中

國人民造成了慘痛傷害。

中方：堅決反對日錯誤做法
為此，宮內陽子和一些日本民間人士多年來積

極在日本傳播南京大屠殺事實，雖然這在日本受到

了來自各方面的巨大壓力，但是他們沒有放棄。

“每次來到中國，我們都感受到了繼續戰鬥下去的

力量。” 宮內陽子說，在日本對外侵略活動中，南

京大屠殺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雖然戰爭已於1945

年8月15日結束，但是戰爭對南京人民造成的心靈

創傷，至今還未痊癒。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5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中方注意到安倍首相目前沒有去參拜靖國神

社，同時也注意到他已經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祭品。

中方的立場非常清楚，靖國神社供奉着對侵略戰爭

負有直接責任的二戰甲級戰犯，中方堅決反對日方

的錯誤做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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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兩年前的8月15日，侵華日

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新館

開放。新館開放兩周年，累計接

待觀眾超190萬人次，年均接待數

是建新館之前年接待量的4倍以

上。

作為全國愛國主義示範教育

基地，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

證陳列館在愛國主義教育和對外

宣傳和平友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

用，特別是2015年新館建成，展

館面積擴大，前來參觀的人數迅

速增加。

據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

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介紹，在接

待 的 觀 眾 中 ， 國 外 觀 眾 約 佔

10%，數量從大至小依次為韓

國、日本、俄羅斯及歐美國家。

接待規模最大的一個國外團體來

自日本，人數達270多人。

“新館展陳內容的豐富、展

出文物的增加以及展覽主題的深

化等都是參觀人數激增的重要原

因。”金成民說，目前陳列館已

經成為中國重要的紅色旅遊基

地。

據了解，位於黑龍江省哈

爾濱市平房區的侵華日軍第七

三一部隊罪證陳列新館佔地1.1

萬平方米，展館內共分為侵華

日軍細菌戰、七三一部隊——

日本細菌戰的大本營、人體實

驗、細菌武器研製、實施細菌

戰、毀證與審判六部分。日本

當年侵略擴張國策、細菌武器

研製、各種人體實驗等內容通

過實物、文件、視頻、照片、

場景還原等形式展現出來，罪

行令人髮指。

侵華日軍罪證陳列新館 開放兩年逾190萬人參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民政

部網站15日公佈了由民政部、國家減災辦發佈

的2017年7月份中國自然災害情況。經核定，7

月各類自然災害共造成中國5千430萬人次受

災，230人死亡，44人失蹤。

7月中國各類自然災害還致7.3萬間房屋倒

塌，12.2萬間嚴重損壞，48.3萬間一般損壞；

281.5萬人次緊急轉移安置，78.6萬人次需緊急

生活救助；農作物受災面積8千840.8千公頃，

其中絕收 922.2 千公頃；直接經濟損失 1 千

352.4億元（人民幣，下同）。總體來看，災情

與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偏輕，但農作物受災面

積和直接經濟損失較同期偏重。

7月自然災害呈現特點主要包括，南方、

北方先後遭受嚴重洪澇災害；北方部分地區出

現高溫乾旱災害；風雹災害影響範圍較廣；颱

風登陸個數多，地震活動水準相對較低。

其中，6月底至7月底，中國共出現10次

強降雨過程。6月29日至7月初，南方地區出

現大範圍強降雨過程，此次強降雨範圍與6月

下旬強降雨區域部分重疊，強降雨疊加造成湖

南、江西和廣西等省份發生嚴重洪澇災害。7

月中下旬，東北、西北等地接連出現強降雨過

程，造成吉林、陝西等省嚴重受災。總體來

看，洪澇和地質災害災情與近５年同期均值相

比基本持平。

據統計，7月洪澇和地質災害共造成中國

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

團2千484萬人次受災，212人死亡，43人失

蹤，255.3萬人緊急轉移安置；7.2萬間房屋倒

塌，11.4萬間嚴重損壞，44.1萬間一般損壞；

直接經濟損失1千123.9億元。

7月中國自然災害釀230亡44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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