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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8月15日电（记者王可
佳、杨汀） 在“8·15”日本投降日到来
之际，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日前播放了
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通过史料和
亲历者供述，以铁证揭露了侵华日军战
争罪行，在日本社会引发广泛关注。

在纪录片中，节目组找到了保存在
俄罗斯的数百份资料以及对二战期间研
制并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的录音记录。史料显示，在位于中国哈
尔滨市郊外的 731 部队监牢中，曾关押
着来自中国等多国俘虏，他们被当作

“材料”、残忍地用于活体实验。“战争
原来是这样的残忍……是绝不该发生的
事。我时常在想，那简直是非人的行
为。”曾是731部队少年队员的三角武说。

片中，更多原 731 部队成员在供词
中讲述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生物武器研究
和人体实验的暴行。军医西俊英说，他
们曾在零下2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下用风
扇对活体实验对象猛吹，残忍地人为制
造出冻伤效果；隶属该部队的仓员称，
曾亲眼见证 5 名被当作实验对象的中国
人中有 3 人手指指节变黑脱落，另外两
人的伤口暴露到只剩下指骨；曾任部队
第一部部长的川岛清说，该部队曾在中
国多个城市对中国部队使用过细菌武
器，并在一些村落的水井、贮水池等场
所散布细菌，令无数无辜民众受害。

这部纪录片还揭露了日军罪行的另
一责任主体——日本高校。当时日本军
方与大学的联系非常紧密，军方为大学
提供研究经费，大学则向被侵略地输送

“研究人才”。这些来自日本各大高校的
权威学者，在 731 部队中被称为“技
师”，和军医一样属于将校阶层，是生
物武器研究的中枢力量。

纪录片播出后，在日本社会引起很
大反响。残酷的真相刺痛了日本右翼势力
的神经，他们称“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捏
造事实”，认为作证的原731部队成员被洗
脑，并极力否认历史真相。但与此同时，更
多的日本人开始对加害历史进行反思。有
日本网友表示，如此鲜活的证言刺痛人
心，决不能让残酷的战争历史重演。

“日中友好 8·15 之会”代表干事冲
松信夫告诉记者，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播出这部纪录片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
事。他认为，731 部队的真相在日本是
一段不能被触碰的历史，但恰恰又是人
们必须知道的，“日本人必须了解日军
曾经犯下的罪行”。

共同社客座评论员冈田充表示，虽
然自己早已知道 731 部队的残酷行径，
但还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加害者的证言。
他认为，和 《南京大屠杀档案》 一样，
有关 731 部队残酷行径的记录也应申请
并被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
世界记忆遗产。

长崎核爆受害者手账之友会会长井
原东洋一表示，8月 15日也是亚洲各国
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获得解放的
纪念日。在回顾广岛、长崎核爆惨痛被
害经历的同时，他也常常告诫自己决不
能忘记侵略的加害历史。

日本“铭心会”会长松冈环表示，
在回顾战争历史时，多数日本媒体只会
将日本包装成战争受害者，却丝毫不提
日本人在战争中残害中国等亚洲国家人
民的真相。“日本隐瞒战争犯罪、强调
被害的做法无益于与亚洲各国重建良好
关系。日本试图掩盖历史已经超过70年
了，而我们应持续努力，将历史真相告
诉日本等世界各国的更多年轻人。”

日本电视台播放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

揭露侵华日军战争罪行
日方人士反思加害历史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记
者闫子敏）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5日表示，中方赞赏日本国内有
识之士揭露历史真相的勇气，希
望日方认真倾听国内外的正义呼
声，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
史。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8 月 13 日，日本 NHK 电
视台在日本侵华战争战败72年前
夕播放了一期特别节目《731部队
的真相》，发掘了日本 731 部队超
过 20 个小时的认罪录音，完整还
原了这支部队在侵华战争中犯下
的滔天罪行。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华春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发动
了令人发指的细菌战，进行了惨
无人道的人体活体试验，犯下了
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有关史实铁
证如山，不容否认。只有正确对
待历史，日本才有可能卸下历史
包袱。

“我们赞赏日本国内有识之
士揭露历史真相的勇气，希望日
方认真倾听国内外的正义呼声，
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
义侵略历史，切实尊重中国等亚
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她说。

此外，据报道，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 15 日以自民党总裁的名
义，向靖国神社献上被称为“玉
串料”的祭祀费。

对此，华春莹表示，靖国神
社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
任的二战甲级战犯，我们坚决反
对日方的错误做法。今年是卢沟
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发生 80 周
年，中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
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
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
邻国和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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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国力提升，世界影响力日隆，海外
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兴趣与日俱增，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对话的活动越来越多。

在与外界交流中，中共的历史与现实、中共的组织
架构、中共的执政方式、中共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
等，近年来成为海外的关注点。而海外对中国的兴趣与
研究，也促进着“海外中共学”迎来更大发展契机。

蓬勃兴起成显学
知名学者多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中国共产
党也令世界刮目相看，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
究日益增多。”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
究中心研究员路克利介绍，海外中共学如今已发展
成一个综合交叉学科，成为海外中国学的重要内
容，也是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事实上，美国很多知名高校已经成为海外中共
学研究的主力军。例如，早在费正清时代，哈佛大
学就是中共研究的学术重镇，如今更是有十几个研
究中共的教授岗位。

中国搜索国际传播中心主任陈方，在过去两年
采访了 160 余位来华访问的国际政要、海外学者和
外国政党领导人。他对本报记者说，总体上受访者
对中共的执政理念、执政特点和执政成就给出了积
极正面的评价。

长期关注这一话题的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高晓林说，对中共的研究已经逐渐发展成国际
学术热点。

为何会形成这种局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

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的强大在于中共这个执
政支柱的存在。而海外中共学的显要地位，也从其
研究者的知名度和地位上有所体现。例如，基辛
格、陆克文、傅高义、约瑟夫·奈、齐泽克、福山等一众
知名的前政要或知名学者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人士。

从“红星照耀中国”
到“全面从严治党”

事实上，海外对中共的研究由来已久。
早在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就撰写了《中国

共产党简史》，介绍了中共早期情况。更为著名的，
则是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介绍中共领导
的红色政权，至今这本书的初版还被中国国家博物
馆珍藏。而 1947 年，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撰写出
版《中国的惊雷》一书，则被视作海外中共学的萌芽。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
中共学越来越热。特别是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国
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翻译到海外，外界了解中国相
关研究及进展的途径更为便捷，相关研究成果也
越来越多。

“从研究趋势看，近些年，从更客观更全面的视
角、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研究在逐步增加。”高晓林
说，他们不仅越来越全面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实问题高度
关注，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成为亮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打铁还需自身硬”的
故事，更是海外研究的焦点。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臧秀玲总结说，海外学者积极评价
这几年来中共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决

策，并极为关注这些决策的实施过程。她说，关于
中共前景的研究也已成为许多海外学者的课题。

要了解中国
就必须理解中共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在许多国家的
畅销，是海外对中共兴趣的最新例证。海外不少学
者认为，从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可以透视当
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运行机制及其未来走向，也可
以借此“解码当代中国”。

“在采访中我也深切感受到，亲身来访过中国、
见证了中国过去 5 年巨大变化的外国友人，对中共
取得的执政成就确实由衷赞誉。”陈方表示，许多政
要、学者尤其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

很多海外学者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其研究心得。
例如，以研究软实力著称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
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都已经具有了强大的软实力。

过去，许多一味唱衰中共的观点，没能经受住
现实考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海外中共学在研究
许多真正重要的问题，例如中共的组织结构、自身
建设方式、党史、政治发展、治国理政新举措等。
总体来说，越来越细致、系统化，也在去除简单化
的意识形态色彩。

不可否认，海外对中共的研究还存在着质量参
差不齐的状况。而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应该是加
强沟通与交流，努力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就曾说：“要了解中国，就必
须理解中国共产党。如果世界还不理解中国共产
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便是走向世界。”

海 外 中 共 学 方兴未艾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海 外 中 共 学 方兴未艾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本报北京8月15日电（记者陈劲松）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获
悉，7月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5430万人次受灾，230人
死亡，44人失踪，281.5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78.6万人次需紧
急生活救助；7.3万间房屋倒塌，12.2万间严重损坏，48.3万间
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8840.8千公顷，其中绝收922.2千公
顷；直接经济损失1352.4亿元。总的看，灾情与近5年同期均值
相比总体偏轻，但农作物受灾面积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同期偏重。

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南方北方先
后遭受严重洪涝灾害。二是北方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干旱灾害。
三是风雹灾害影响范围较广。四是台风登陆个数多，地震活动
水平相对较低。

7月各类自然灾害致230人死亡7月各类自然灾害致230人死亡

新华社金边8月14日电（记者毛鹏飞） 2017－2018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
颁发仪式 14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共有 181名柬埔寨学生获得并将赴华
深造。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熊波在仪式上说，今后5年中国政府将向柬方提供500
个政府奖学金名额，这181名学生是该计划的第一批受益者。教育合作是中柬
人文合作重点领域，中方一贯高度重视。教育合作关乎两国发展根本大计，
更关乎两国关系的未来，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

熊波说，柬埔寨赴华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很多人活跃在政府机关、高校
院所、经贸领域，为柬埔寨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大臣杭尊纳龙在仪式上表示，中国政府为柬留
学生提供奖学金，对帮助柬发展人力资源，培养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
各方面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统计，截至2016年，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累计接收柬埔寨留学生已突
破2000人，在东盟各国中位居前列。

181 名 柬 学 生 获 中 国
政府奖学金将来华留学

在“8·15”日本投降日到来之
际，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日前播放
了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通过
史料和亲历者供述，以铁证揭露了
侵华日军战争罪行，在日本社会引
发广泛关注。

图为 《731 部队的真相》 视频
截图。

牵手结对的两地儿童互赠礼物。 新华社记者 王化娟摄牵手结对的两地儿童互赠礼物。 新华社记者 王化娟摄

中国共享单车品牌ofo小黄车近日进驻泰国市场，首批6000辆ofo小
黄车将逐步投放至泰国多所高校。

图为8月15日，在泰国曼谷的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学生们使用ofo小
黄车出行。 新华社记者 李芒茫摄

共享单车进入泰国大学

据新华社乌兰巴托8月15日电（记者阿斯钢） 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15日
宣布，在蒙古国中戈壁省发现的一处摩崖石刻，近日被中蒙两国联合考察队
确认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

成吉思汗大学校长拉哈巴苏荣说，这处汉字摩崖石刻发现于20世纪90年
代。当地有关专家学者几经探究，但一直未能成功解读。2014年，蒙方把这
一情况告诉中国内蒙古大学著名蒙古学家齐木德道尔吉，并邀请他到蒙古国
进行实地考察。

据联合考察队中方专家齐木德道尔吉介绍，摩崖石刻位于蒙古国中戈壁
省偏西南杭爱山一支脉向南突出的岩石上，摩崖石刻宽 130 厘米、高 94 厘
米。实地考察过程中，专家们对摩崖石刻进行拓片、照相等工作，并对石刻
文字做了逐一核对和辨识。

拉哈巴苏荣说，考察队成功解读了摩崖石刻260多个汉字中的220多个汉
字。经过严密论证后确认，该摩崖石刻就是中国东汉永元元年 （公元 89年）
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至此，对于这处摩崖石刻的种种猜测和疑惑得到彻
底解决。

《封燕然山铭》是东汉永元元年窦宪率领汉军大败北匈奴后，在燕然山南
麓勒石纪功的摩崖文字，讲述的是东汉与北匈奴之间最后一场大战。

蒙古国一处摩崖石刻

被确认为班固《封燕然山铭》

“京和家庭一家亲”举办
本报北京8月15日电（叶晓楠、北夫）“向幸福出发——京

和家庭一家亲”交流活动 8月 15日在北京举行。来自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妇女和儿童代表与北京市儿童代表共150余
人欢聚一堂。仪式上，30 名北京儿童与 30 名和田儿童牵手结
对，北京市妇联将爱心妈妈编织的毛衣赠送给和田少年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