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微评

相比去珍珠港，安倍更应来南京
孟姣燕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9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第三个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人民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切哀
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铭记历史，捍卫和平。

12日，中国民间再吁日本政府向二战期间被日军屠杀的所
有中国人谢罪；中国官方的立场同样坚定、明确，近日外交部敦
促日方以实际行动反省。

令人遗憾的是，79年过去了， 我们从未看到日本政府向南
京大屠杀遇难者致歉。 就在不久前，日美政府分别确认，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将于本月底访问珍珠港， 并悼念死于日军偷袭的
2000多名美军将士。

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 日本最应该祭奠的对象在东亚、
东南亚，他们是二战期间遭受日军残害最甚的受害者，南京大
屠杀、马尼拉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这些名字的历史分量
并不逊于珍珠港。

就连日本媒体都指出，安倍更应该去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
念馆悼念。 然而，安倍却将历史认知当成随意取舍的外交战略
筹码，选择对美忏悔，对昔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置若罔闻。 要知
道，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只会为世人不齿。安倍政权妄图掩盖和歪曲
日军二战暴行，拒不谢罪，又拿什么来取信于国际社会。

国家公祭是对30万死难同胞的告慰，也是对企图篡改历史
者的庄严警告。 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会睁大双眼，看
日本政府会走向何方。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存107人
国家公祭仪式上，最前排的位置永远为一群白发苍苍的老

人而留，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据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幸
存者仅存107人，平均年龄超过85岁。

11月7日11时53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钟去世，享年90
岁；11月10日19时30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任静萍去世，享年
94岁；11月12日凌晨4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宝珠去世，享年
89岁……一周内三位幸存者撒手人寰。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登记。彼时，登
记在册人数超过千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登记在册幸存者
仅剩107位。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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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南京12月
13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
院13日上午在南京市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举行2016年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赵乐际出席并讲话。

赵乐际在讲话中表
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
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 悼念南京
大屠杀无辜死难者， 悼念
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
戮的死难同胞， 缅怀为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
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
族英雄， 宣示中国人民牢
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
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

赵乐际强调，我们公
祭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
为的是守护不能忘却的
记忆、捍卫不容否认的真
相，为的是唤起对和平的
向往和坚守，祈盼战争的
阴霾远离人类、和平的阳
光洒满人间。遭受过外敌
蹂躏、经历过战争磨难的
人们， 更懂得正义的价
值、和平的珍贵。 中国人
民将坚定不移同国际社
会一道维护国际公理、维
护国际正义、维护二战胜
利成果，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做世
界和平的倡导者、 推进
者、捍卫者。

赵乐际指出，此时此
刻， 我们要告慰遇难同

胞、 革命先烈的是：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
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不
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任人宰割、 饱受欺凌的
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
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 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弘
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谱写新的壮丽篇章。

� � � �国家公祭日前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内的遇难者名单墙上又新增了110个姓名， 总数达
到10615个。这是被民间称作“哭墙”的第五次延长。历史
不容忘记，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调查的不断深入，名单
墙仍将艰难地延伸。

从档案里找名字
最早一次对死难者进行的调查是1945年12月。 当时，

尚未重返南京的国民政府发出公告，动员南京市民“尽情陈
诉遭受敌伪暴行迫害的事实”，并设置了首个敌人罪行及南
京大屠杀案的调查机构———“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这次调查涉及面广、参加部门众多，其产生的档案史
料，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来源的主体。”南京市档案
馆夏蓓研究员介绍，此外，当时还有“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
委员会”和“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
会”等三个调查机构，对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以及破坏城
市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罪行进行调查。

记者在南京市档案馆查阅，从1946年7月1日《南京大
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这份档案
来看，“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负责人陈光虞在会议
上宣布，“已得一可靠数据，即为敌人惨杀者为295885人，
其后救济总署加入对被害人家属予以救济， 因之续有数
百户人民申请救济，由此续得到统计为96260人，共计已
有39万人。”

2007年12月3日，作为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
重要组成部分，8卷《遇难同胞名录》在南京出版。该名录
采取卡片的形式，以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及群众来函等
为基础，收录了13000余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尽
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所、职业、被
害时间、被害地点、被害方式、调查人、陈述人等。

研究者究竟如何从历史档案、一份份调查表中找到
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姓名，制作成名录和词条？

“早在2000年开始，学者们便开始搜集整理资料，一
点一滴地从这些60年前的资料中，积累遇难者和幸存者
的名字。同时，还必须确保每位遇难者信息，均有史料或
出处，且尽量能够相互佐证。”名录主要编纂者南京大学
教授姜良芹说。

两次“大海捞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

山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1984年、1997年还曾经两
度开展过大规模调查，试图用“大海捞针”的方式找到一
些散落在乡野的历史细节。

1984年5月-8月， 为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作普查。这次普查是在南京市的6个城区、4个
郊区范围内进行的，虽然时隔近50年，不少幸存者已经逝
世，但仍有较多的幸存者、受害者和目睹者健在，经过4个
多月的普查，发现幸存者有1756位，积累了一批珍贵的第
一手口碑证言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

1997年，纪念馆发动14000多人进行调查。这些人
主要是高校和高中学生，其中包括26名来自日本的大学
生。他们经过专门培训后，在40天内对南京市15个区县
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调查， 回收有效调查结果
1213份，从中确认了一部分遇难者名单。

自行车上的田野调查
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该校

坐落于南京汤山，是南京的东大门。2001年，他从汤山地
区的老人口中了解了更多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南
京陷落后，日军在城东扫荡时进行了疯狂屠杀，其延续
时间又比城内长得多。”

2004年，费仲兴正式退休，有了充足的时间。从南京
师范大学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后，费仲兴开始蹬着他那
辆400元买来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开始了为期3年，
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漫漫走访之路。 在3
年的调查中， 费仲兴总共访问了350多名当地的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 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
834个名字。

仍然有很多像费仲兴一样的人， 在继续研究档案、
开展实地调查，纪念馆也一直在努力与海外的南京人取
得联系，开展遗属登记，希望以多种途径获得更多新的
线索，为更多亡灵找到身份。

“每一个准确姓名的背后，就是一张真实的面孔，
一个鲜活的生命。 不管寻访遇难者的工作有多难，我
们都会一直做下去。”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副馆长王伟民介绍，目前，还有数千个遇难者
的姓名有待进一步考证，确认后都将一一增刻到“哭
墙”上。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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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新华社发

� � � � 12月13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
难同胞纪念碑前，人们手持菊花默哀。 新华社发

“哭墙”在延伸
直到每位遇难同胞都有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