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距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已有78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南京大屠杀在这一年成为世界
记忆遗产，意义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发生过
南京大屠杀、 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
杀、 广岛核爆等惨案。 后两者已分
别于1979年和1996年被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 此刻， “南京大屠杀” 申
遗成功表明， 这段人类历史中的血
色记忆正式被联合国永久保存， 更
是在向世界昭示， 历史不容否认，
和平弥足珍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
琳娜·博科娃9日说，关于世界记忆
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应本着国际
合作 、 相互理解与构筑和平的精
神 ，造福子孙后代 。中国此次申遗
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记忆传承，更是
建立在和平与合作基础上、对世界
记忆的铭记与延续。

在中国申遗结果公布之前，国
际社会就已关注这一事件 ， 英国
《卫报》、韩联社等国际媒体进行了
多篇报道， 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国
际社会的关注并非偶然，因为这是
人类的共同记忆，也是历史的重要

一刻，更是启迪未来的一面镜子。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

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
中国申遗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有助
于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人民，认
识侵略战争的残酷性， 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共同捍卫人类尊严。

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所说，战
争是残酷的，在战争中死难的人民
是无辜的 。和平来之不易 ，理应倍
加珍惜。

中国此次申遗成功，也是对日
本右翼势力妄图洗白战争侵略罪
行发出的掷地有声的回应。日本政
府尽管组织了庞大的 “游说团”远
赴申遗现场 ，企图阻挠中国 “南京
大屠杀”申遗。但正义必胜，日方右
翼的企图终以失败告终。

以史为鉴， 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铭记战争的残酷、 共同捍卫人类尊
严，至关重要。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
续仇恨，而是要引以为戒。传承历史，
不是为了纠结过去， 而是要开创未
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和平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和崇
高目标。中国申遗，以和平之名，为
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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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共识
时间流逝，记忆能否长存？
2015年，二战和抗战硝烟散去已经

整整70年。
今年，距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

屠杀惨案发生，已有78年；距离1976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
立，已有39年；距离1979年奥斯维辛集
中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已有36年；距离1996年，广
岛和平纪念碑（原子弹爆炸圆顶屋）被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已过去19年……

南京大屠杀在这一年成为世界记
忆遗产，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一直推
动申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听到这个消息后
松了一口气，也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是
一个迟到的共识。”他说。

在国际史学界，南京大屠杀事件与奥
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长崎核爆并称为
二战史上的三大惨案。

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 南京市档案局等7家单位联合申报
的11组档案，经多方慎重挑选，主要包
括胶片、照片和文字材料。这批形成于
1937年至1948年之间的历史档案，历史
线索清晰、纪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互
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申报档案包括日军当时自拍的屠杀照
片，外国友人拍摄的纪录影片、国际安全区
中国妇女日记， 战后中国政府关于南京大
屠杀的调查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
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档案， 我国司法
机构侦查起诉、审判日本战犯档案等。

残酷的记忆
列在此次申遗的11组档案第一位

的，是国际安全区教会所办的金陵女大
收容所负责人程瑞芳的日记。她在1937
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的84个日夜
里， 用3万多字记录下南京城这段凄风
苦雨的岁月。

程瑞芳日记记录的，是一场烙印在人
类文明耻辱柱上的大屠杀中最真实的场
景。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
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南京城变成人间地
狱，30多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与放下武
器的士兵被以各种方式屠杀，2万多名妇
女被强奸，城内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毁。

申遗档案中唯一一组视频史料，是

当时身在南京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
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长达105分钟的视
频。其中一段，画面里一个身中30多刀
的孕妇满身是伤、奄奄一息。她就是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

1937年12月， 已有7个月身孕的李
秀英和父亲躲进了安全区， 在一所小学
的地下室里栖身。12月19日， 三个日军
士兵发现了他们，并欲强奸李秀英。她拼
死搏斗，脸部、腿部、腹部共中33刀，后经
美国医生威尔逊全力抢救，侥幸存活，孩
子却流产了。战后，李秀英作为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代表人物曾在多个场合控诉日
军罪行。更曾以高龄之身远赴东京，起诉
污蔑她为“假证人”的日本右翼作家。“大
屠杀给母亲带来的伤痛永远挥之不去，
她毕生深受折磨。” 李秀英的女儿陆琪
说。

象征和平的花
一个民族，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记住

历史，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当下立身。
日本近年来也接连推出与二战有关

的申遗事项，申报项目甚至涉及专门进
行自杀式袭击的日本神风特攻队。

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本身和不断增添
的历史证据，乃至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的正义审判，日本右翼却在不断狡辩、
诋毁，以达到否定历史的目的。

2014年6月， 我国宣布将有关南京
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珍贵档案申
报世界记忆遗产后，日方一直通过官方
和民间团体对我申遗提出“抗议”。

日本右翼势力肆意篡改历史的行
径， 日本国内有良知的人们同样无法容
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本多胜一和
笠原十九司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就成立了
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对日本右翼否定
南京大屠杀的观点逐一进行驳斥。

近年来，村山富市、海部俊树、鸠山
由纪夫等日本前政要陆续造访南京向大
屠杀遇难者致歉……

大屠杀幸存者、86岁的夏淑琴老人听
到申遗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动。

“如今，这段历史终于成为人类共同记
忆， 意味着国际社会对这段历史真实性的
认可。”在南京家中，夏淑琴欣慰地说。夏淑
琴家中橱柜上，一张照片格外显眼：老人手
捧紫色花束，笑容灿烂。“这叫紫金草，是象
征和平的花。”夏淑琴说。

（据新华社南京10月10日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日发布： 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
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12次会议，经过4日至6日在阿联酋阿
布扎比的评审后，决定为《世界记忆名录》新增47个项目，
其中包括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在世界反法西斯
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二战史上三大惨案
之一的南京大屠杀，再次因申遗走入公众视野。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日表示：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
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中方
申报材料完全符合世界记忆名录
的评审标准、特别是真实性和完整
性的标准，申报程序符合教科文组
织有关规定，应成为全人类的共同
记忆。”华春莹说。

对于有报道称， 日本外务省10

日发布“新闻官谈话”质疑中方申报
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指责教科文
组织未能保持中立和公平，将要求教
科文组织进行制度改革，不再被“政
治利用”， 华春莹表示， 事实不容否
认，历史不容篡改。中方敦促日方本
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正视和深刻反
省侵略历史，切实纠正错误，立即停
止对中方申报说三道四和对教科文
组织正常工作的干扰和无理纠缠，以
实际行动取信于国际社会。

外交部敦促日方：

停止无理纠缠

■新华时评

正义必胜

10月9日， 观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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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以Y两优2号为例， 其母本引进了

美国优质稻的血缘，米质优良，食味品
质和外观品质都比普通杂交水稻有了
较大提升。 Y两优900除了来自母本的
优质性状外， 父本还引进了我国北方
粳稻和非洲优质稻的血缘，更是高产、
优质的明星。

大米品质共有13个评判指标，其
中决定口感好坏的主要是胶稠度和直
链淀粉含量。 像Y两优900的这两个指
标就分别达到一级和三级标准。 2013
年底，邓启云博士请来20多位“评委”，
将Y两优900、Y两优2号和日本越光优
质米等品种放在一起， 开展了一次米
质擂台赛， 结果在食味品质方面，Y两
优900独占鳌头。

“高度市场化的米业，仅高产而没
好口感和营养，不会有消费者埋单。 ”

邓启云告诉记者， 超级稻Y两优系列，
就是坚持广适性、优质、超高产同步改
良选育出的品种。 现累计种植超1.44
亿亩，比常规品种增产93.6亿公斤，创
造经济效益234亿元。

绿色栽培照样显现超级
稻增产优势

去年创下超级稻百亩片亩产世界
纪录1026.7公斤的Y两优900， 在不施
化学农药、 总肥量与农民用肥量相当
的条件下，亩产能达到多少？ 9月底，长
沙县高桥镇该品种30亩绿色生产区现
场测产显示，按含水量13.5%折合实际
亩产633.3公斤，比当地常规生产方式
单产提高20%。 同时，镉含量检测结果
为0.043mg/kg，是对照区同品种稻谷
镉含量的1/5，也是国家标准的1/5。

省水稻研究所副所长张玉烛研究

员告诉记者， 这是第一次对超级稻品
种进行绿色种植试验， 发现在相同条
件下， 超级稻品种能更好地利用光能
和吸收肥料， 其增产并不只在特殊条
件下才能实现。

不施化学农药如何保护水稻？ 张
玉烛告诉记者， 借鉴中医预防保健的
思路，采用蜂蛙灯技术控虫、生物诱导
技术控病、生物菌肥控草、保育天敌调
控生态。 如利用稻螟赤眼蜂寄生害虫
卵消灭鳞翅目害虫、 利用稻田天敌保
育技术防治稻飞虱等， 利用有益微生
物菌种防治病害，让有“水稻癌症”之
称的稻瘟病来袭时病株率锐减至不足
0.48%，纹枯病产量损失约1%，稻曲病
粒率小于万分之一。 他也坦承，围绕超

级稻绿色生产技术研究形成的一系列
办法，尚未被农民普遍掌握，这也是随
着超级稻品种产量级别增加， 农户种
植产量折算率反而递减的主因之一。

绿色试验田里， 施肥的总量和农
民一样多，但超过一半是有机肥料。 为
什么产量不减反增？ 张玉烛说，诀窍在
于施肥时间安排上前少后多， 相当于
在水稻长身体的“青春期”多施肥，效
率才最高。 对超级稻而言，要追加穗肥
才能大幅增产， 而传统方式很少施加
穗肥。 农民的栽培理念和“功夫”大多
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这也造
成了超级稻需要大水大肥才种得好的
误读。

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

员常硕其告诉记者， 水稻增产的最大
功臣是太阳光。 水稻产量两三成来自
于抽穗前所积累的光合产物， 七八成
来自于抽穗后的光合产物。 他以审定
最早的两优培九、 近几年国内推广面
积最大的Y两优1号、 目前产量潜力最
高的Y两优900三种超级稻为对象研
究发现，Y两优900不仅可根据作物不
同生育时期的需要灵活分配光合能
力， 还在生物学产量和穗粒数上实现
新的增长，“聪明又勤奋”，表现出更高
的产量潜力。

高抗研究重点攻关稻瘟病
超级稻的抗病和抗逆性研究，是

目前最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邓启云博士透露，Y两优系列超级

稻具有非常良好的抗逆性。 他的博士
研究生所做的实验表明，Y两优1号、Y

两优2号和Y两优900等几个代表性品
种的耐高温、 耐低温和抗旱性比对照
组都有明显优势。 在抗病性方面，Y两
优系列的母本Y58S本身具有非常好
的稻瘟病抗性，Y两优1号、Y两优7号、
深两优5814（也是Y两优品种）等都有
比较好的抗性。

然而， 作为微生物的稻瘟病小种
具有高变异性。 由于Y58S的品种在生
产上已推广十多年时间， 大田里也渐
渐出现了一些能够适应Y58S品种的
稻瘟病新小种。 目前，邓启云博士课题
组已经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将
多个稻瘟病抗性基因导入Y58S中，培
育了新的Y58S抗病株系，将很快投入
生产。 并且，邓博士还与国内外一些抗
病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顶级专家建立了
密切合作关系， 他们正在为未来彻底
解决稻瘟病问题而潜心研究。

高产、高质、高抗

留住历史的血色底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