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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敏
锐地注意到一个现象：战后德
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的履历表
中，总会对战争时期的经历毫
无隐瞒，不管是曾参加战役还
是做过俘虏，都一一列出。但
是在日本人的履历中，从 1937
年 到 1945 年 之 间 永 远 都 是 留
白，“好像这段日子不曾存在”。

没有哪段日子不曾存在，
只 是 有 些 日 本 人 不 敢 面 对 而
已。这种不敢面对既表现在了
篡改历史教科书，也表现在了
对历史问题的语焉不详，甚至
还体现为对亚洲受害国正义要
求的百般抵赖和狡辩。

比如最近，日本内阁官房
长官菅义伟指责中国将南京大
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非善意突出日中关系过去一段
时期内的负资产”。对于这个说
辞，我们不知道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会怎么想，这句话像在指
责安倍不顾亚洲人民感情参拜
靖国神社一事。

中国人民的这段深重的历
史，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全人类共同记忆的一
部分。世界需要铭记奥斯维辛集中营，同样需要铭记
南京大屠杀；世界需要安妮日记，同样需要程瑞芳日
记；世界需要永久保存纳粹所犯罪行的铁证，同样需
要永久保存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胶片、证词与判决书。

在名著《菊与刀》中，鲁思·本尼迪克特探讨了日
本人的“耻感文化”，指出在这个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
地方，日本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忏悔也不会感到解
脱，反而是只要所作所为没有被暴露，就不必懊丧。

也就是说，日本人的1937年到1945年在他们的记
忆中并非空白，但他们真的希望在全世界人的脑海中
这是一片空白。有些日本人害怕的竟然不是做错事，
而是有人记得他们做的错事。

这部分民族性让人毛骨悚然。只要我们将视角平
移至同为法西斯战败国的德国，就能看到，直到现在
德国仍然有专人在全世界收集纳粹的罪证，并始终致
力于道歉与补偿。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可以在犹太人死
难者纪念碑前惊世一跪，可南京的30万亡魂等了70多
年，面对的仍是日本政客的百般抵赖。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那样深重的
人类灾难之后，哲人阿多诺道出了这样悲凉的道理，
成为西方世界对于这段深重苦难历史的经典反思。而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著名作家格拉斯则直言，“在
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
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
了终结这一段历史。”

南京大屠杀之后呢？写诗同样是野蛮的，在中国
人心中这是无法承受之重。但是记忆必须传承下去，
而我们要传递的记忆并非观点，并非主张，而是一张
张照片，一份份文件，一段段视频。在事实面前，观
点是多余的。

如果不给世界留下这样的记忆，未来的人们将无
法讲述那30万鲜活的生命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如果
不留下真切的记忆，如何防止这样的屠戮危害以后的
世界？

日本某些人害怕这段记忆，不代表这段记忆不存
在。日本民族性中忌惮这样的记忆，不代表我们的善
良需要顾忌到这样无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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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本报记者 陆培法陆培法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工作最早
始于2009年。

今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
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
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
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
案》提名表。

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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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国内外
的强烈反响。

6 月 11 日，日本要求中方撤
回申请。当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表示，我们不接受日方的无理交
涉，也不会撤回有关申报。

6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确认已收到中国将日本强征慰安妇
和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
录的申请。 （潘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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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山首先向本报记者表示，“国际社会对南京
大屠杀早有定论。‘早有’指的是早在战后 1946 年至
1947年对南京大屠杀就作出过历史的明确判定。而

‘定论’是指日军当年在南京屠杀30万以上平民百姓
和被俘中国军人。这一史实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
同盟国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了法的定论。”

据其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0万人以上”这个
数字间接出自东京法庭。该法庭判决书判定：“日军
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不算大量抛江焚毁
的尸体，即屠杀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

对于这个历史判定，朱成山解释：“大量抛江焚毁
的尸体”究竟是多少？据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
太田寿男供认，日军抛江焚毁的尸体为15万具，加上
东京法庭确认的 20万以上的平民和俘虏被屠杀的数
字，不难看出东京法庭判决被日军屠杀的人数应为30
万人以上。

此外，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记录上，有 30
多万明确的判定。该法庭判决书确认：“计于中华门
花神庙、宝塔桥、石观
音、下关草鞋峡等处，
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
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
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
万余人。此外零星屠
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
收埋者 15 万具。被害
总 人 数 达 30 万 人 以
上。”

朱成山说，南京大
屠杀还包括大规模的
奸淫、掠夺、纵火等罪
行。种种暴行之残酷，
让当时在南京的外国
人大为震惊。

留在南京的德国
西 门 子 公 司 雇 员 约
翰·拉贝，亲眼目睹了
日军的残暴行为。他

和当时在南京的 10多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
际委员会，从日军侵占南京后的第三天起就给日驻南
京大使馆写信，指出日军的暴行“罄竹难书”、“不胜枚
举”，要求日方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约翰·拉贝
说：“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
梦也没有想到过日本兵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
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
如此残暴的事了……”

美国女教授魏特琳留守南京期间，每天与日军作
不懈的斗争，收容和保护了1万名以上的妇孺难民，也
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最后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忧郁
症。在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一年后，她仍难于从梦魇
中解脱出来，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女子张纯如，在《南京浩劫
——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写作过程中，由于接触到的全
都是无比残忍和血腥的历史事实，经常“气得发抖、失眠
恶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埋下了忧郁症的根苗。
2004年正值她36岁盛年之时，在旧金山自杀身亡。

屠城骇人听闻，铁证不容争辩屠城骇人听闻，铁证不容争辩

南京大屠杀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案、日
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并称为二战史上“三大惨
案”，其中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在原子弹爆炸
处建造的和平公园已先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
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长考尔先生在参观完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之后曾感叹：“这
里理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南京大屠杀遗产申报发起人、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申报工
作最早开始于 2009 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南京市档案馆和纪念馆 3家单位承担，挑选了一
批原始档案文献进行申报。2011年，该批档案被
列入中国第三批档案文献遗产目录。

今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
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
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提名表。在原先 3家
单位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
馆、吉林省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进行联合申
报。档案名录也由过去的5组扩充为11组。

据朱成山介绍，此次申报的档案材料是最典
型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包括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
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日记、美国牧师约
翰·马吉 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
罗瑾冒死保存下来的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
民及强奸妇女的照片、中国人吴旋向南京临时参
议会呈送的日军暴行照片、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
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美国人贝德士在南
京军事法庭上的证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李秀
英证词、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
行调查委员会调查表、南京军事法庭调查罪证、
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外国人日记——《占领
南京——目击人记述》。

朱成山表示，这批档案形成于1937年至1948
年间，历史线索清晰、记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
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从不同角度真
实地记录了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放下武器的
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的大肆杀戮、抢掠财物、奸
污妇女的大量罪行，对于研究中国抗战史、日军
暴行史，有力回应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右
翼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里理应成为世界遗产”
佛光山创始人星云大师是南京大屠杀的亲身经历者。他

的老家在扬州江都，南京大屠杀时，听说父亲在南京遇难，母亲
带着他赶到南京寻找父亲。当时南京城里到处是尸体，堆积如
山。母亲和他把沿街的尸体翻了遍，也没找到父亲。因此星云
到南京栖霞寺做了出家人。南京大屠杀的惨景让他刻骨铭
心。后来，星云专门邀请旅美画家李自健以他经历的南京大屠
杀为题材，画了幅《屠·生·佛》的油画，引起世界轰动。有人欲
以400万美元收购。最后，星云将此画无偿捐献给了纪念馆。

让朱成山馆长更为难忘的是一个与他交往了13年的东史
郎先生。

东史郎先生原为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的士兵，
1937年应召参加了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战后东史郎先生
对自己的罪行充满悔恨，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他勇敢地在日
本各地集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1987
年，他公开了自己的战时日记《东史郎日记》，其中揭露了他当
时的上司桥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杀人的暴行。1987年
12月13日，东史郎战后第一次来到纪念馆，长跪于纪念碑前不
起，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到2006年去世前，东史郎共

7次到南京谢罪。纪念馆特地为东史郎专门设置了展台，介绍
他的谢罪经历。

一位叫松冈环的日本小学女教师，20多年来，利用假日坚
持自费搜集整理侵害者和被侵害者的证言。她先后60多次来
到南京，开展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取证工作，努力让日本社会了
解真实的日军侵华历史。她出版的《南京战·寻找被封存的记
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和《南京战·受害者破碎
的心声》等书，在日本成为畅销书。为此，朱馆长授予她“南京
大屠杀史调查研究特别贡献奖”，还专门制作了她采访日本老
兵的仿真雕塑，在馆内展出。

朱成山坚守馆长岗位20多年，许多人说他是“30万遇难同
胞的‘守灵人’”，为铭记历史、启示后人作了贡献，尽了责任。
他3次大规模普查和寻访幸存者，抢救性发掘遇难者名录和遗
像，发掘考证“万人坑”遗骸，在世界范围内征集史料文物，到国
内外5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和证言集会，多次走进大学讲坛讲述
历史。作为一名对日斗争的战士，朱成山多次与日本右翼面对
面激烈辩论，鏖战无数个夜晚，奋笔疾书写下《是历史无知还是
包藏祸心？——驳日本百田尚树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无耻谰言》
等数百篇文章，回击和批驳日本否定历史的言行。

朱成山带领纪念馆还创下了许多“第一次”：把幸存者带到
日本作证，创办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机构，把展览办到日本、
丹麦、美国、意大利、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家；首创“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援助协会”；在全国率先提出并连续坚持20年举办的“遇
难者悼念仪式”，经全国人大立法成为每年都要举行的“国家公
祭仪式”。

在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部普通的老式16毫米家用摄影
机，已默默地历经了数十个春夏秋冬，记录着让每个中国人永
远无法忘怀的那年、那日、那些痛苦瞬间。

这个纪念馆里的每一件证言证物，永远都在向世人控诉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犯下的罪恶。

申遗，会让世界更多的人记住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铭记伤痛才能超越历史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档案墙上，摆放了1.2万多盒历史证人档案。

幸存者照片墙

第三次发掘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遗骨第三次发掘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遗骨

日本铭心会访华团悼念遇难者

19371937年年 1212月月 1313日日，，侵华日侵华日
军占领南京军占领南京。。在在 66个多星期的个多星期的
时间里时间里，，3030万以上的无辜百姓万以上的无辜百姓
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惨遭杀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惨遭杀
戮戮，，南京城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南京城内发生了两万起左
右的强奸事件右的强奸事件，，约有约有11//33的建筑的建筑
物被烧毁物被烧毁，，日军制造了震惊世日军制造了震惊世
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与此与此同时同时，，在南京的众多中在南京的众多中
外人士外人士，，以其特殊的身份以其特殊的身份，，奋力奋力
救助救助处于危难之中的南京人处于危难之中的南京人
民民。。他们还有一个重大的任他们还有一个重大的任
务务，，纷纷以日记纷纷以日记、、书信书信、、摄影摄影
等多种形式将日军的暴行记录等多种形式将日军的暴行记录

下来下来。。日军的野蛮与凶残将永日军的野蛮与凶残将永
远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远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每次来南京侵华日军南京每次来南京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
时时，，天都阴沉着天都阴沉着，，总总
是觉得这个馆里的每是觉得这个馆里的每
件证物都在控诉着那件证物都在控诉着那
段凝固的痛苦历史段凝固的痛苦历史。。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受
理中方理中方11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申组南京大屠杀档案申
报世界记忆遗产之时报世界记忆遗产之时，，本报记本报记
者独家专访了南京大屠杀申遗者独家专访了南京大屠杀申遗
发起人发起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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