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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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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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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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意義？「我不怕！」劉鵬遠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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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坑見證日寇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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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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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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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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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鵬遠捨不得放棄他一生的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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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務院此前發佈通知解禁犀牛角、虎骨
入藥限制，引發廣泛爭論。中國國家林業和草
原局13日表示，將暫緩出台通知配套實施細
則，繼續嚴格禁止犀牛和虎及其製品貿易，嚴
禁犀牛角和虎骨入藥。 ■新京報
包括中國、歐盟、加拿大等在內的數十個世
界貿易組織（WTO）成員12日在總理事會會
議上發表聯合聲明，敦促盡快啟動上訴機構成
員遴選程序。作為WTO中負責裁決貿易爭端
的「最高法院」，WTO上訴機構由7名成員組
成。但因美國阻礙新成員遴選進程，該機構現
只有3名成員在任。 ■新華社
歷經兩年7個月，京張高鐵正線第一長隧新
八達嶺隧道13日順利貫通。隧道全長12.01千
米，是京張高鐵正線十座隧道中里程最長且施
工難度最大的隧道。京張高鐵預計2019年開通
運營，屆時北京至張家口的旅途時間將從3.5小
時縮短至1小時內。 ■央視新聞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12日在北京發佈的《中國

城市營商環境報告2018》提到，北京、上海、
深圳、廣州四大一線城市在營商環境整體評價
上領先，重慶成都則在備受關注的創新環境評
價上異軍突起。 ■大公報

八十一周年 我們從未忘記
國家公祭儀式南京舉行 全城「定格」默哀 各地同步悼念

新聞 速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東北新聞網報道，加拿大公民邁克爾
（英文名：Spavor Michael Peter Todd），因涉嫌從事
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活動，於2018年12月10日，被遼寧
省丹東市國家安全局依法審查。目前，案件正在審理中。
環球網援引外媒報道稱，加拿大外交部方面消息，繼康

明凱被拘後，另一名公民可能被拘捕。《環球郵報》報道
稱，邁克爾經營着一家名為「長白山文化交流」的公司，
他本人也因幫助前NBA球星羅德曼訪問朝鮮而聞名，在
羅德曼的訪問活動中，他還見過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嫦娥四號探測器自8日升空，已在太空中飛
行多日。據中國國防科工局、國家航天局最
新消息，12日下午4時45分，嫦娥四號探
測器經過約110小時奔月飛行，到達月球附
近，成功實施近月制動，順利完成「太空煞
車」，被月球捕獲，進入近月點約100公里
的環月軌道。
嫦娥四號飛到月球，主要包括發射入軌、
地月轉移、近月制動、環月飛行等階段。作

為人類首個在月球背面着陸的探測器，嫦娥
四號的奔月旅程也與此前不同，需要近四周
的時間。其中，近月制動也被稱為「太空煞
車」，是月球探測器飛行過程中一次關鍵的
軌道控制，是指探測器飛臨月球附近時，通
過減速制動，使其相對速度低於月球逃逸速
度，從而被月球引力捕獲。
據介紹，12日下午4時39分，在北京航

天飛行控制中心，科技人員發出指令，嫦娥
四號探測器在距月面129公里處成功實施

7,500牛發動機點火，約5分鐘後，發動機
正常關機。根據實時遙測數據監視判斷，嫦
娥四號探測器順利進入環月軌道，近月制動
獲得圓滿成功。

中途僅修正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嫦娥四號探測器準時發

射、準確入軌，原計劃在近月制動前實施的
3次軌道中途修正，只於9日進行了一次，
達到預期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美國總統特
朗普早前揚言會將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
的案件，同中美貿易談判掛鈎，聲稱如
符合國家安全利益或有助與中國達成貿
易協議，他會介入司法部的調查。加拿
大總理杜魯多強調，無論其他國家在處
理孟晚舟事件上如何做，加拿大仍是法
治國家。加國外交部長方慧蘭也回應表

示，提出引渡要求的國家，不要將引渡
程序「政治化」，指法律程序不應被政
治目的騎劫。

孟晚舟回家首日 領館送花探望
報道稱，方慧蘭強調，加拿大依法遵
守美加引渡條約，相關司法引渡程序訂
定得相當仔細，加拿大是法治國家，孟

晚舟案絕對沒有「政治干預」。
另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孟晚
舟在加拿大溫哥華住處度過交保後的第
一夜。翌日早上，有媒體拍到中國駐溫
哥華總領事佟曉玲等人登門拜訪並送花
致意，孟晚舟也親自開門迎客。
此外，孟晚舟一家還叫了披薩填飽肚

子，度過她交保後的第一天。

涉危害中國國安
一加拿大公民被依法審查 嫦四「煞車」成功 進入環月軌道

加國要求美勿將司法引渡政治化加國要求美勿將司法引渡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13日，侵華日軍
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歷經一年時間策劃、
設計及施工的七三一部隊罪行「證言牆」在哈爾
濱正式對外開放（見圖）。

含戰犯口供筆供及受害者口證
七三一部隊「證言牆」在證言內容上，既包括
在蘇聯遠東軍事法庭接受伯力審判中的12名日本
細菌戰犯的口供和在中國遼寧、山西審判的部分
細菌戰犯口供筆供，又涵蓋了陳列館多年來赴日
「跨國取證」採集的七三一部隊老兵、「特別移
送」參與者、七三一部隊勞工以及細菌戰受害者

家屬的口述證言。
首段證言中，選取了在蘇聯遠東國際法庭接受
審判的前關東軍軍醫部部長梢塚隆二的證言，內
容為：「第七三一部隊是奉日本天皇裕人一九三
六年敕令建立的。這道敕令曾印成多份分發到日
軍各部隊，以便使全體軍官一體知悉。我個人讀
過這敕令以及關於該部隊人員表的附件，讀後我
就蓋上了私人圖章，以示簽署。該部隊在成立初
期是稱呼為『防疫部』，而在改編後則已是稱呼
為『防疫給水部』。起初的防疫部人員名額不到
一千人，而在改編後為防疫給水部後則已增至二
千人。」直接點出七三一部隊的本質是奉天皇敕

令設立的，同新館序廳呈現的「日本細菌戰反人
類暴行是日本自上而下有規模有組織的集團犯
罪，是國家犯罪」的展覽主題遙相呼應。
據了解，該館研究人員二十年來共30餘次赴日

「跨國取證」尋訪原隊員，累計採訪80餘位，收
集整理保存了400餘小時的珍貴口述影像資料，徵
集保存3萬件實物檔案、40萬頁的紙質檔案。

國家公祭儀式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紀念館集會

廣場莊嚴肅穆，現場國旗下半旗。廣場西
側的「災難牆」上，灰黑的底色映襯着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14個
白色大字。8,000餘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
白花，靜靜肅立。解放軍儀仗大隊18名禮
兵齊步行進至公祭台兩側佇立。
10時整，公祭儀式開始。軍樂團演奏

《義勇軍進行曲》，全場高唱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歌。國歌唱畢，全場向南京大屠殺
死難者默哀。同一時間，公祭現場和南京
全城拉響防空警報，汽車停駛鳴笛，行人
就地默哀。
當天，《南京市國家公祭保障條例》
正式施行，這是首部國家公祭地方法
規。《條例》明確要求，舉行國家公祭
儀式鳴放警報時，除正在執行緊急任務
的特種車輛、正在從事特種作業的人員
以外，其他人員就地默哀一分鐘，其他
機動車、火車、船舶等停駛鳴笛致哀一
分鐘。同時，為保證悼念活動的莊重感
和儀式感，國家公祭設施周邊禁止一切
公共娛樂活動。
伴隨着哀婉淒厲的警報聲，南京全城草
木同悲。警報聲響徹南京全城的一瞬間，
路口的紅綠燈一律變成紅燈，路上的車輛
全部停駛鳴笛。形色匆忙的人們紛紛停下
腳步，脫帽肅立，垂首默哀。
在金陵大學叢葬地（現南京大學內），

校園在警報聲、鳴笛聲的襯托下顯得十分
靜謐。紀念碑前，黃白色菊花整齊排列，
中外學生神色凝重、肅立默哀。

中國走和平發展路堅定不移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清涼山叢
葬地，百餘名河海大學的師生以及自發前
往的群眾有序敬獻菊花，鞠躬致哀。
王晨在公祭儀式上發表講話指出，我們

隆重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
式，緬懷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緬懷所有慘
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同胞，緬懷為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獻出生命的革命先烈
和民族英雄，緬懷同中國人民攜手抗擊日
本軍國主義獻出生命的國際戰士和友人，
宣示中國人民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
和平、開創未來的堅定立場，表達中國人
民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崇高願望。

高校公司自發悼念市民默哀獻花
當天上午，祭奠儀式在南京的6家愛國
主義教育基地、17個叢葬地以及12個社
區同步舉行。大量高校、公司自發舉行同
步悼念活動，全城的市民紛紛以默哀、獻
花的方式，去悼念81年前在這片土地上慘
遭屠戮的同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網報道：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81周

年，也是第五個國家公祭日。中共中央、國務院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舉行

2018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出席並講話，宣示中國人民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

平、開創未來的堅定立場，表達中國人民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崇高願

望。這是《南京市國家公祭保障條例》將「默哀一分鐘」寫入法規後的首個

公祭。當日上午10:01，警報聲準時響徹南京上空，一瞬間整個城市彷彿「靜

止」了。同時，全國各地也同步舉行悼念活動。

13日，南
京大屠殺死
難者國家公
祭日悼念活
動暨「《英
雄壯歌》上
海抗戰英烈
事跡文物圖
片展」開幕儀式在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舉行，來自
社會各界約300人參加活動。 中新社

國行公祭 祀我國殤
香港香港
香港特區政

府 13 日上午
舉行「南京大
屠殺死難者國
家公祭日」儀
式，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出席
儀式並致獻花
圈。香港司法機構代表、政府高級官員、立法會議
員、行政會議成員、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
員、退伍軍人團體、社會賢達和學生代表等出席活
動。
祭詞指出：「我們希望藉此機會表明中國人民維

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此次儀式的舉辦地香港海防博物館前身是舊鯉魚門
炮台，是曾經香港最具規模的防禦工事，也是
1941年香港保衛戰的重要戰場之一。

瀋陽瀋陽
上 午 10

時，「九·一
八」事變的
發生地、中
國人民抗日
戰爭起點的
發生地——
遼寧瀋陽舉
行公祭活動。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序廳莊
嚴肅穆，駐瀋某部隊官兵、學生及社會各界代表整
齊列隊，向遇難同胞和革命先烈致哀。隨後，社會
各界人士手持燭火，緩步走向寓意「抗日烽火生生
不息、民族英烈浩氣長存」的金字塔形臥碑，敬獻
白燭、寄託哀思。默哀儀式過後，社會各界人士一
同觀看了「紀念南京大屠殺被害同胞遇難81周年
圖片展」和電影《南京南京》。

上海上海

老館長34年守護3萬白骨

731部隊罪證「證言牆」對外開放■■中新社中新社

■81名南京市
青少年代表宣
讀 《 和 平 宣
言》，6名社會
各界代表撞響
「 和 平 大
鐘」。伴隨着3
聲 深 沉 的 鐘
聲，3,000只和
平 鴿 展 翅 高
飛，寄託着中
華民族對死難
者的追思和對
和平的無限期
許。 中新社

■■孟晚舟交保後第二日孟晚舟交保後第二日，，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
佟曉玲等人登門拜訪並送花致意佟曉玲等人登門拜訪並送花致意。。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新華社新華社

■■中新社中新社

■■劉鵬遠在劉鵬遠在「「日偽日偽
統治時期北票煤礦統治時期北票煤礦
死難礦工墓死難礦工墓」」紀念紀念
碑前碑前。。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中新社中新社 ■■新華社新華社 ■■東南大學燭光寄哀思東南大學燭光寄哀思。。 新華社新華社

■■劉鵬劉鵬
遠在館遠在館
內整理內整理
枯骨枯骨。。

1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郭愉薇 2018年12月14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