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远逝生命，
最高规格祭奠平民

77年前，南京城破，在侵华
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
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
指挥下， 侵略者对我手无寸铁
的同胞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大规
模屠杀，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
京大屠杀惨案。 这一公然违反
国际法的残暴行径， 经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
庭审判， 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
定论。

永不忘却，逝去同胞！
今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
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对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
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
略者杀戮的死难者进行悼念。

“将二战期间的重大惨案
定为国家公祭日一直是国际惯

例。”最早在全国两会上提议设
立公祭日的十一届全国政协常
委赵龙表示， 生命权是最基本
的人权， 以国之名悼念平民死
难者， 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对生
命的无上尊重。

铭记历史警示，
矢志不渝维护和平

今年7月7日， 纪念全民族
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
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
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和平有着
孜孜不倦的追求。”

无需回避！ 正是由于近代
以来中国的贫弱， 才导致河山
被践踏，生灵遭涂炭。

必须警惕！长久以来，一小
撮日本右翼分子罔顾历史事
实， 以篡改教科书、 污蔑幸存
者、 纠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
字等方式， 妄图达到抹杀侵略
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目的。

铭记历史，南京在行动。从
12月起， 南京市将南京大屠杀
专史课程列为中小学必修科
目。 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吴晓茅
表示，对那段灾难历史，南京人
有着切肤之痛， 强化相关历史
教育， 应成为全市青少年历史
观教育的重要内容。

铭记历史，中国在行动。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上， 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一同被设立的， 还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今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将
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每
年，“7·7”“8·15”“9·3”“9·18”

“9·30”“12·13” 这些重要的时
间节点上， 不同形式的纪念活
动都在传承着一个民族的深沉
记忆。

凝聚筑梦力量，
众志成城迈向复兴

77年时光荏苒，77载沧桑

巨变。历经劫难的南京，正改换
新颜。

中华门，“南京保卫战”战
斗最激烈的地方之一。当年，日
本侵略军第六师团由此突入南
京城， 其他几个城门也相继失
守，屠城惨案自此肇始。如今，
中华门周边车水马龙， 一派繁
荣景致。

变化的，不仅是中华门。今
年8月，第二届青奥会在南京举
行， 全世界都为这座城市的繁
荣与活力由衷赞叹。

南京新生、 南京巨变， 也
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缩影。 改革
开放30多年， 中国奇迹， 世界
瞩目。 重回世界舞台中央的中
国， 正以自身的发展繁荣， 给
世界发展带来新机遇、 注入新
动力。

13亿中国人迎来民族伟大
复兴的关键时刻， 举行国家公
祭，重温苦难历史，必将在全民
族逐梦圆梦的征程上， 凝聚起
团结奋进的磅礴之力。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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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南水北调
中线一期工程12日正式通水。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南水北调工程是实现我
国水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战略性基础
设施。 经过几十万建设大军的艰苦奋斗，
南水北调工程实现了中线一期工程正式
通水，标志着东、中线一期工程建设目标
全面实现。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一件大事， 成果来之不易。

习近平对工程建设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向全体建设者和为工程建设作出贡献的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慰问。

习近平指出， 南水北调工程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希望继续坚持先节水后调
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
加强运行管理，深化水质保护，强抓节约
用水，保障移民发展，做好后续工程筹划，
使之不断造福民族、造福人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批示， 中线工程正式通水， 是有

关部门和沿线六省市全力推进、 二十余万
建设大军艰苦奋战、 四十余万移民舍家为
国的成果。 李克强向广大工程建设者、 广
大移民和沿线干部群众表示感谢， 希望继
续精心组织、 科学管理， 确保工程安全平
稳运行， 移民安稳致富。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于2003年12
月30日开工建设。 工程从丹江口水库调
水，沿京广铁路线西侧北上，全程自流，向
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供水，包括丹江口
大坝加高、渠首、输水干线、汉江中下游补

偿等内容。干线全长1432公里，年均调水
量95亿立方米，沿线20个大中城市及100
多个县（市）受益。工程移民迁安近42万
人，其中丹江口库区移民34.5万人。丹江
口水库水质一直稳定达到Ⅱ类标准。

作为缓解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
局面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南水北调工
程规划分东、中、西三条线路从长江调水，
横穿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总
调水规模448亿立方米，供水面积达145万
平方公里，受益人口4.38亿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
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新一批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措施， 促进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现代政府； 部
署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 加快制定完善负面清
单， 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决定集中治理机关事业单
位“吃空饷” 问题， 堵上蚕食财政资金的黑洞； 批准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

会议确定了今年第三批简政放权措施： 一是再取消
和下放108项主要涉及投资、 经营、 就业等的审批事
项。 二是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证核
发等2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 三是取消
景观设计师等68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

会议指出， 党中央、 国务院已决定在更大范围推开，
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会议要求， 一是深化
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 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 在服
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再推出一批扩大开放举措， 并
将部分开放措施辐射到浦东新区。 二是除涉及法律修订
等事项外， 在全国推广包括投资、 贸易、 金融、 服务业
开放和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28项改革试点经验， 在全
国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推广6项海关监管和检验检疫制
度创新措施。 三是依托现有新区、 园区， 在广东、 天津、
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 以上海自贸试验
区试点内容为主体， 结合地方特点， 充实新的试点内容。
会议要求抓紧制定新设自贸园区具体方案， 并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授权调整实施相关法律规定。

会议决定， 近期在全国集中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吃
空饷” 问题治理行动。 对虚报人员编制或实有人数套取
财政资金， 以及在单位挂名不上班、 已终止人事关系但
仍领取工资津补贴等各种名目的“吃空饷”， 要坚决追
缴资金， 核减单位编制和预算经费， 严肃查处责任人。
对治理工作中弄虚作假、 顶风违纪的， 要从严问责。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在粤津闽再设3个自贸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规范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见》，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意见》指出，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国宪法明
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凝
结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实
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全部奋斗，是鼓舞人民奋勇前进
的强劲旋律，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意见》规
定了可以奏唱和不可以奏唱国歌的场合， 规定了奏唱国
歌时的礼仪。《意见》还要求普及国歌内容，普及国歌奏唱
礼仪知识，开展对违反国歌奏唱礼仪行为的监督。

中办国办印发
规范国歌奏唱礼仪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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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筑及附近道路上设置的国家公祭日主题标语牌。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蔡矜宜

13日晚， 国足与吉尔吉斯斯坦队的热身赛将在郴
州打响。 距比赛开战不到24小时， 承办方最终与国足
磋商未果， 国足主帅佩兰仍坚持己见， 球队于比赛当天
抵达郴州。

“奇葩”之一：到底谁是主队？
客队提前3天到，国足赛前7小时才抵达
按照计划，本次国足12月7日集训，地点就应该是

郴州。 然而因为郴州体育中心副场条件无法达到球队的
训练要求，国足紧急联系恒大俱乐部，将集训地点改在恒
大的清远基地。 国足本应在12月12日从清远到达郴州，
然后在郴州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召开赛前新闻发布会、
进行适应场地训练，但同样因为郴州的场地、气候等原
因，佩兰坚持要在比赛当天才来郴州。

佩兰曾对中国足协将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热身赛安排
在郴州表达了不满，佩兰认为澳洲现在是夏季，将热身赛
放在相对寒冷的郴州比赛毫无意义，如此大的温差让热
身价值打了折扣。 那么，中国足协国管部为何会出现这
样的安排？ 原来由于国家队的热身赛是企业化运作，在
大城市举办很难避免赔钱，反而是中小城市更热衷于举
办国家队比赛，因此才会出现无奈之举。

这样一来，中国足球最“奇葩”的事情出现了：作为主
队的国足，只能在13日比赛前7小时匆匆赶到比赛城市。
而作为客队的吉尔吉斯斯坦队， 却已提前3天抵达了赛
场，并严阵以待国足“上门挑战”。 比赛当天抵达，这种情
况不要说国字号队伍，就是联赛中也没有过。

“奇葩”之二：内部教学赛为国际A级赛
赛事安排够折腾， 热身效果或打折扣

比赛当天才抵达赛场已经够“奇葩”了，但更奇怪的
事还不止于此。 这场在郴州体育场与吉尔吉斯斯坦队的
公开热身赛，成了一场没有积分的友谊赛，而4天后两队
在清远基地进行的一场内部教学赛， 竟然升格为国际A
级赛事，其积分将会影响国足在国际足联的排名。

据了解，考虑到球队正在体能恢复之中，为了保护队
员，避免受伤，佩兰原本希望将中、吉首战安排为训练赛。
但引来了赛事承办方反对，“我们的宣传都已经打出，你
现在突然改变比赛的性质，那我们不是欺骗球迷吗？ ”12
日，一位郴州组委会负责人表示。 所以，中国足协又随即
展开紧急协商，最终经与吉尔吉斯斯坦足协、亚足联和国
际足联磋商同意，将中吉分别在郴州和清远进行的两场
热身赛都升级为国际A级赛，不过前一场没有积分，后一
场有排名积分。

根据最新行程安排， 佩兰率领国足将在13日早上8
时从清远基地出发，约于12时左右抵达郴州，并下榻郴
州温敦姆酒店。只是如此一波三折之后，“中吉之战”不仅
没有了常规的赛前新闻发布会、“踩场”训练，加上佩兰对
赛事安排的主观排斥，国足本轮备战亚洲杯的热身效果
会如何，将打上一个问号。

（本报郴州12月12日电）

中吉热身，有些“奇葩”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张耑）假如侵略者屠刀再次
举起，我们准备好了吗？12月13日是
我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 由著名作家何建明创作的报
告文学《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将作
为礼品书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祭拜
死难者同胞公祭仪式现场展出。

该书作者何建明是中国作协副
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其作
品多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大奖。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首次完整
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始末。 作者用
详尽的史料、真实的细节，揭示了淞
沪战役、 南京保卫战与南京陷落的
必然联系； 首次披露了南京陷落之
前，日军对南京大轰炸的详情；逐日

展现了日军进城后， 中日军队的表
现；收集整理了中方、日方、欧美人士
和幸存者的现场目击实录，大屠杀幸
存者的回忆与讲述，参与南京大屠杀
的日军老兵的自述；再现了以拉贝为
代表的国际友人为拯救难民所做的
贡献、中国妇女的悲惨遭遇，以及东
京审判时，中、美、日三方在南京大屠
杀事件上的争议与分歧。

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仅从
“被害者”角度叙事，该书在“被害者”
亲述历史的同时，更多展现的是日军
及“第三者”叙述、经历的“南京大屠
杀”。

文中史实与作者思考交织，处处
拷问国人：中国人应该从“南京大屠
杀”的历史悲剧中吸取什么？表达了
作者居安思危的殷切期望和追求和
平的美好心愿。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献礼首个公祭日

系我国首部完整反映南京大屠杀始末的报告文学

“12·13”，中华
民族近代史上最沉
重的一页。

77年前， 南京
城破 ，30万同胞惨
遭杀戮，血腥屠杀震
惊世界。

77年后， 我国
迎来首个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举国上下，深切
悼念死于日寇屠刀
下的遇难同胞，在回
望沉痛历史中汲取
血的教训，为早日实
现两个一百年目标
凝心聚力。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化学武器死难者、细
菌战死难者、劳工死难者、慰安妇死难者、三
光作战死难者、 无差别轰炸死难者……今年
7月6日上线的国家公祭网主页，列出了七类
遇难对象供海内外网民悼念。

既然国家公祭日以“南京大屠杀”定名，
公祭时间也确定为每年的12月13日，为何公
祭对象却如此“宽泛”？

“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侵华日军滔天罪行
中最典型的一例，但南京不是全部。 ”作为国
家公祭日设立专家组成员， 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告诉记者，
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魔爪遍及中国各地，
无数同胞遭遇杀戮。因而，专家组经慎重考虑
后认为，既然是举国公祭，应将更多的战争死
难者作为对象。

自国家公祭日设立以来， 越来越多的公
众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参观，在“万人坑”遗址边默哀，在“哭墙”前献
花；数以千万计的网民，在国家公祭网和手机
客户端上，进行网络祭奠。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国家公祭祭奠谁

12月12日，江苏
省睢宁县中等专业
学校学生手持白色
手工菊花和千纸鹤
静静默哀，悼念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 。

新华社发

责任编辑 孟姣燕 李特南 王亮

南水北调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近平就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作出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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