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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历史，珍爱和平
■康尔慨

南京，又称金陵。这里曾是帝都，包括

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等，以及

后来的国民党政府，皆曾以此为都城。南

京因而被称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

“古都”和“都会”当年该是什么样子？

秦淮河的彻夜笙歌和夫子庙的漫城熏香可

以佐证。“江南佳丽地，京陵帝王州”，说得不

仅仅是金陵富贵，更多的是指都城气质。

当历史的年轮转到 1937年时，南京

走到了它的拐点。那一年，日本侵华战争

全面爆发，12月 13日，南京陷落，日军

开始了长达 40多天的血腥屠城，30多

万中国同胞不幸遇难。

战争，就是这般可怕。而可怕的战争必

须被人类铭记，不忘历史，才能珍爱和平。

和平，是人类纵贯古今的美好向往。

人类共同创造和平，期冀在平等和自由

的阳光下沐浴春风、尽享安泰。

然而，翻开硬币的另一面又会是什么？

长期的和平，容易麻痹神经、混淆视

线。尤其是一些国家的民众意志被别有用

心的政客所绑架，很容易使一个民族自我

膨胀，不仅模糊了战争记忆，对曾经的侵略

暴行随意淡化、涂改和粉饰，还有可能对正

义的力量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产生战

略误判，从而将自身再次引入战争的深渊。

和平的阳光下，战争阴霾总是时隐

时现。今天，我们在明亮的教室中静心读

书、在整洁的车间里安心上班时，可曾想

过，在地中海海岸，成千上万的叙利亚难

民正在寒风中祈祷。

“能战方可止战。”自古至今，这是一

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须知，我国连续多年

的和平，始终是建立在拥有一支强大的

人民军队的基础之上的。而当下，将民族

利益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作全域思

考，不难发现，在我们由大国向强国迈进

的征程中，面对的不仅仅是羡慕妒忌，还

有仇视；不仅要面对传统安全威胁，还要

应对以往从未发生过的非传统安全威

胁；不仅需要保卫本土安全，还要维护海

外利益。因此，着眼民族利益，将个人融

入家国，做好正在做和能够做的一切，将

国家力量不断壮大，是我们面对一切挑

战和危机所应有的态度和作为。唯有如

此，方可告慰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唯

有如此，才能打赢下一场战争。

这，既是战争警示，也是和平宣言。

金陵城下，写满无声证词
■金全斌 翁俊军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犇

12 月 13 日上午 10 时，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开始。当天，南
京天气阴沉，空中飘起了小雨，成千上万各
界人士聚集在悼念广场，胸戴白花，神情肃
穆，向死难同胞敬献花圈，寄托哀思。

岁月流逝，历史从未走远。78 年前，
日寇的铁蹄将南京城变为人间炼狱，30
多万同胞惨遭杀戮。近年来，南京市各界
深入挖掘、保护和传承大屠杀相关史料文
物，在以国之名祭奠遇难同胞的同时，用
这些无声的证词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让世界人民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挖掘，为了还原历史真相

12 月 7 日上午 10 时，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建广场，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中

国战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审判日本战
犯史实展”首次开展，展览将 1100 余幅
图片和 6000 余件文物，分为《侵略者的
罪恶》《不屈的抗争》等 5 个部分进行，全
方位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

展览现场，不少市民驻足沉思，思绪
被带回那血雨腥风、惨绝人寰的战争现
场。大屠杀幸存者岑洪桂老人感慨万分：
“这里的展品唤起了我当年恐怖的记忆，
真不敢想啊，还是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和平生活。”

国家公祭日设立以来，南京市各界
勠力同心，加快对大屠杀史料的挖掘步
伐，大批湮没于历史长河的珍贵史料重
见天日，成为揭露侵华日军罪行的铁证。

12 月 8 日，15 件曾令侵华日军乙级
战犯谷寿夫“见之色变，慌乱不能”的“南
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原始档案公布
于众。12 月 11 日，由海内外 60 多名专
家、历时 5 年时间编纂而成的《南京大屠
杀辞典》在南京正式首发，该书主编、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会长朱成山表
示：“这本辞典中少用‘最’，而是用中性
的词语客观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朱成山介绍，这本辞典是国内外第一部
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辞书，填补了南

京大屠杀史学研究的空白，便于南京大
屠杀真相在更大范围传播。

同时，南京市结合史料精心编排、拍
摄了 10 部原创舞台剧和 2 部电视纪录
片，以多种方式直观传播大屠杀历史，激
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对此次公祭日前后
南京各界广泛开展的大屠杀史料展览活
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馆长张建军表示：“深入挖掘史料文
物，还原历史真相，就是告慰死难同胞英
灵的最好方式，我们责无旁贷。”

保护，为了铭记昔日伤痛

12月 1日，位于南京城中繁华区的利
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正式对公众免费
开放，这座亚洲最大且保存最完整的慰安
所旧址，将以全新的面貌向世人揭露“慰安
妇”史实和日本侵略者的反人类暴行。

“这 2000 多平方米的展厅和 1600
多件馆藏珍品，处处浓缩着民族伤痛，让
我们的内心充满愤慨与悲痛。”笔者看
到，专程结伴参观的 10 位老人站在“慰
安妇”雕塑前，泪流满面。其中一位老人
说：“将她们的苦痛公之于世，不仅是为

了纪念，还要让日寇的罪行在国际社会
得到重新认识。”

保护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的过程充满
着坎坷与曲折。这座始建于上世纪 30 年
代的建筑，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
和大火摧残，几近坍塌。2003 年 11 月，
经 82 岁的朝鲜族老人朴永心现场指认，
这里成为唯一经在世慰安妇指认的慰安
所。2014 年 6 月，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正
式成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年 11
月，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陈列馆建
设工程正式启动，经过一年多的修缮，整
体面貌焕然一新，除有文物、资料、档案
外，全馆还以泪为主题，设计了“泪洒一
面墙”“泪湿一片地”等 5 大部分，多角度
再现这段惨痛历史。

南京大屠杀期间，德国友人拉贝在自
己位于鼓楼区小粉巷的住宅里保护中国
难民，最多曾一次性收留难民 630多人。
2006年，南京市为纪念这位国际友人，将
他的居所修缮一新，并建立纪念馆，每年
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瞻仰
和缅怀。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经盛鸿
教授表示：“不忘历史，保护好战争遗迹，
是城市的责任，更是历史的重托，南京正
用实际行动作出有力的回答。”

传承，为了照亮民族未来

巴黎时间 10 月 9 日晚，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其官网上公布了 2015 年最新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在 47
个入选项目中，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
档案》位列其中，这段人类历史中的血色
记忆，正被联合国承认，实现由民族记忆
向世界记忆的转变。

为了让世界记住这段不能忘却的记
忆，南京在申遗路上走了 8 年。当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朱成山得知
申遗成功的消息后欣喜万分：“南京大屠
杀的苦难记忆不仅属于南京、属于中华
民族，更需要全人类的警惕和传承，我们
这么多年的努力总算有了结果。”

铭记历史，开拓未来。由南京市主
办的“让记忆照亮未来”国家公祭原创
微视频大赛启动以来，264 部海内外参
赛作品汇聚南京，这些视频作品紧紧围
绕“记忆”“和平”“梦想”“青春”等主题，
抒发着人们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河海
大学在校生杨以林谈到参赛初衷时说：
“我们一次次回顾历史，不是为了沉浸
于伤痛无法自拔，而是要以史为鉴、不
断前行，让悲剧不再重演。”他参与主创

的《记忆·前行》微视频，将南京战前的
平淡安稳与战后的满目疮痍，用数百幅
泛黄的老照片在短短 6 分钟内对比呈
现，让观者触目惊心。

为了更好传承历史记忆，南京市还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行了扩
容，新馆建设凸显“圆满”“胜利”和“浴火
重生”主题，并专门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
何镜堂及中国建筑设计大师倪阳共同设
计建造。抗战老兵铜雕、7 米长“世界第
一号”、重 25 吨的侵华日军炮艇、中国战
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旧址的大型场景复
原等等，都在新馆首度亮相。扩容工程展
陈指挥部指挥长朱成山说：“要让走进这
里的每个中国人都感受到胜利的自豪，
进而增强民族向心力，为祖国昌盛贡献
力量。”

图①：上午 10时，来自海内外各界

人士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集体默哀一

分钟。

图②：南京市小学生为南京大屠杀

遇难者献花。 高红华摄

12月 13日，为迎接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河南省新乡市委宣传部、新乡军分

区第二干休所和辉县耿凤泉抗战实物展览馆等在新乡市英雄广场举行了抗战实物展。此次展览的

300余件抗战实物是由辉县红色收藏家耿凤泉 30多年来精心收藏的，时间跨度从 1931年日军发动

“9·18事变”到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不少市民表示自己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抗战实物，很受教育。

马国献、本报特约通讯员 谷巍峰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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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大学生开展接力赛纪念“一二·九”运动

奔跑中，追忆那火样青春
■■唐 政

12 月 9 日的大连，笼罩在冬日的
暖阳里。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长跑
接力比赛跑道上，阳光正洒在一个个奋
力奔跑的身影上。在起跑点右前方，笔
者被一块块绘制精美的黑板报所吸引，
仔细端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
华北自治”等熟悉的内容跃然眼前，让
人瞬间回到激情澎湃的抗战年代。

1935年的今天，是一个不能忘却的
日子。当时，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华北
事变，妄图策动“华北自治”。一时间，全
国上下群情激奋。12 月 9 日，北平学生
走上街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
示威游行，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如
惊雷般惊醒了沉睡的中国。
“我们这次比赛是为了纪念‘一二·

九’学生运动 80 周年……”听着这番介
绍，笔者的视线被重新拉回到跑道上。

那一张张稚嫩而坚定的脸庞一闪而
过，用青春写下属于这代人的辉煌；那一
颗颗跳动着青春朝气的心，仍和当年参加

抗日救亡运动青年的心一样炙热。
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一二·九”永

远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始终吹
响着催人奋进的号角。最终，学员四队
两支参赛队不负众望，包揽了比赛的冠

亚军，欢呼声在此刻交织成一幅和谐美
好的画面，仿佛穿越 80 年时空向当年
的爱国青年致敬。

上图为纪念“一二·九”运动长跑接

力比赛动员大会现场。 唐 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