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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12月13日在香港海防博物馆堡垒大
堂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仪式，纪念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死难者。仪
式在早上 9 时开始，演奏国歌后，现场司仪先后以粤
语、普通话和英文致祭词，接着全体出席人士向死难
者默哀两分钟，其后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致献花圈，嘉宾代表致鞠躬礼。

祭词说，今年是南京大屠杀发生 80 周年，今天，
我们向死难者致以最高的敬意，并希望借此机会表明
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
坚定立场。

12月13日，澳门特区政府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举
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公祭仪式，悼念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惨遭杀戮
的同胞。上午9时，公祭活动开始，全体人员肃立，乐
队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2 名特警将写有“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的花圈安放在公祭台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
门特区代理行政长官陈海帆、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
公室主任郑晓松等6名公祭代表先后上前整理花圈的缎
带，并鞠躬。随后，全体人员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
哀1分钟，现场气氛庄严、肃穆。

（据中新社香港、澳门1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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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就日前台立法机构
通过所谓“公投法”部分修正条文一事表示，坚决反对任
何势力以任何方式包括以所谓“公投”的方式来进行“台
独”分裂活动，或者为“台独”分裂活动打开方便之门，两
岸同胞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在当天的国台办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安峰山还回答了其他问题。

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

针对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所谓“促进转型正义条
例”，安峰山表示，此事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广泛争议。
在此要强调的是，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分裂活动，包括以各种名义进行的“去中国化”活动。

在回答有关台湾中学使用两岸合编语文教材遭绿
营施压的问题时，安峰山表示，两岸文化同根同源，
两岸教育界合编语文教材有利于两岸共同继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何罪之有？

近日，台湾 2017年度汉字票选结果出炉，“茫”字当
选。安峰山就此应询评论说，就像岛内评论所言，这个结
果也代表了岛内民众这一年来的真实感受以及对两岸
关系和台湾未来发展的一种真实感受。中国有句老话，

“人在做，天在看”，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台湾当局和
民进党的所作所为究竟给台湾社会和民众带来了什么
样的影响和后果，相信台湾民众自有其感受和判断。

挟洋自重不可能得逞

针对台湾当局领导人所谓的“印太战略”言论，
安峰山给出了“挟洋自重、刷存在感”八字评语。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当局领导人日前与美国一
些人士会面时提及所谓“印太战略”，声称“台湾是自
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相关方”。安峰山应询时
以上述8个字作出回应。

安峰山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我们坚决反对
美台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要强

调指出的是，任何挟洋自重，图谋损害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行径，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反
对，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针对有关大陆军机“绕台”的问题，安峰山表示，大
陆近期军机活动属于计划内例行训练。众所周知，两岸
关系当前僵局是由于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不
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使得两岸联系沟通机制的基础和前
提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样一来，通过两
岸商谈来建立军事互信机制也就无从谈起。

谁在干扰破坏两岸关系

有记者问，据台媒报道，台当局针对大陆各级台
办人员赴台提出所谓“四不”的要求，即在台期间不
得发表政治言论、不得接受媒体访问、不得有“统
战”行为、不得与台湾少数民族私下会面。请问发言
人对此有何评论？

安峰山表示，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大陆方面
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继续积极推动两岸民间
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福祉。反观民
进党当局，却一直在用政治理由干扰和限制两岸交流

合作，为两岸交流制造障碍，煽动两岸民意之间的敌
意和对立。两相对比，谁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谁在干扰和破坏两岸关系，大家应该看得十分清楚。

他说，今年是两岸开启交流30周年。30年来的发
展历程说明，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是两岸同胞的
共同愿望。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是任何人、
任何事都难以阻挡的。

在回答有关福建省为就业台胞提供便利措施的问
题时，安峰山说，作为离台湾最近的省份，近年来福
建方面已率先出台了多项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就业创
业的政策措施，为台湾青年在闽就业创业提供政策扶
持、打造良好环境。今后我们还将继续贯彻落实十九
大精神，研究推出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逐步为
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
同胞同等的待遇。

国共保持经常性联系交往

安峰山介绍，中共中央台办 12日接待了由中国国
民党中常委、中华两岸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曾文培率
领的该协会参访团。该团共有 24名成员，其中国民党
中央委员 21 人，党代表 3 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
台办主任张志军会见了参访团，并介绍了中共十九大
有关情况，重点阐释了十九大关于对台工作的主要精
神。张志军与参访团就进一步加强国共两党交流合作
交换意见，双方均希望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继续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
任刘结一12日也与参访团全体成员见面。

安峰山说，长期以来，我们与中国国民党在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保持
着经常性联系和交往。

安峰山还透露，无党团结联盟负责人近期也将与
中共中央台办进行交流，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相
关事宜交换意见。 （本报北京12月13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坚决反对任何“台独”分裂活动
本报记者 王 平

台湾迈入老龄化社会，照护人
力却有上千名缺口，主因是照护人
员工作辛苦却只领 3 万多元新台币
的低薪。台“行政院长”赖清德出席
公开活动时却失言，照护人员工作
环境辛苦，其实是在“做功德”，把这
种工作当成一个“功德台湾”做善事
的理念。

赖清德在接受电视节目专访
说，国际的景气预测机构已经公布
了明年全球的经济预测GDP增幅是
3.5%到3.6%，台湾还短差大概1个百
分点左右。因此应该要给资方跟劳
方更弹性的合作空间，让他们去推
动公司业务；公司业务得以推展，整
体经济才有可能成功。

听到赖清德的大白话，逻辑怎
么怪怪的，难道赖清德也默许，得靠
牺牲劳工权益，劳工夜以继日加班
的“做功德”，才能换来台湾经济成
长吗？原来过去所谓的台湾经济奇
迹，都是靠压榨劳工而来。

青年团体听到赖清德一系列论
述后，在“行政院”周边的公交车站
牌、台北捷运指标等贴上“功德院”，

讽刺“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功德
说”。青年团体、劳团也上演师公诵
念“劳基法”全文、上演落发等行动
剧，来抗议“功德说”。

台湾的低薪问题到底有多严
重，有请数字来说话。根据“主计总
处”最新调查，今年“非典型就业者”
达 80.5 万人创新高，其中还有二成
二属于“非自愿”从事非典型工作。

“非典型就业者”背后代表的就
是低薪、长工时、社会弱势，这项惊
人的数据被媒体广泛报道后，“主计
总处”第二天连忙出面澄清，2008年
到 2017 年近 9 年来，全时正式工作
者增加人数约为“非典型工作者”的
5倍，显示近年就业情势趋于稳定。

试想，“非典型工作者”，其实就
是所谓的临时工；这些人在薪资、福
利、保障完全比不上正职人员，如果
有条件应征上正职人员，谁会想为
了“自由工作”而变成临时人员？！

而当“非典型就业人数”节节攀
升时，为政者是否想到劳工的个中
无奈。早年“非典型工作者”只是打
工的学生，如今却成为学生毕了业

也找不到正职工作，只好继续打工；
人到老年了，不得不退休，但却迫于
生活压力，只能继续打工。难道广大
的台湾人民都只能以“做功德的心
情”忍耐低薪、劳累，出卖自己的廉
价劳动力来换得温饱吗？

有关低薪、过劳、劳工权益的
议题，近来被无限放大，也是台当
局执政长期失灵的结果。过去有人
打压国民党说其无能，如今民进党
也无力，台湾变成弥漫低薪愁云惨
雾的“鬼岛”，完全失去积极向上的
活力。

赖清德以“赖神”姿态“组阁”，未
料三个月就打回原型，只因为民意沸
腾已到了临界点。赖清德意外替自己
埋下了炸药，最好小心翼翼拆除引
信，低薪、过劳问题处理不慎，炸伤的
不仅是自己的政
治前景，还有明
年县市首长选举
后民进党的政治
版图。

（作者系台
湾资深媒体人）

“功德台湾”与“低薪鬼岛”
霭 琳

“功德台湾”与“低薪鬼岛”
霭 琳

2017年12月13日，南京。
今天，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昨晚到南京时，出租司机告诉记者，就在两天前

的 12 月 10 日，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老
人与世长辞，享年 100 岁。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已不
足百人。

警报拉响，整个南京变得肃穆

上午 10 时整，低沉凄厉的防空警报声从主会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响起。全城
集体默哀一分钟，悼念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

一位从中山陵下来的东北游客对记者说：“当防空
警报声响起时，所有中外游客都在原地肃立，整个南
京变得肃穆，令人动容！”

主会场以外，在南京市 17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丛葬地、12个社区和6个反映抗战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同步举行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活动。在“哭
墙”前，举行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路洪才、陈桂香以
及新增遇难者遗属代表杜光达的家庭祭告仪式，老人
们在家人的搀扶下诵读祭文、献花、上香、跪拜祭奠
被日军杀害的无辜亲人。

“我们一家 6 口人 7 条生命全部被日本人残杀，噩
梦伴随了我一辈子。”回忆起80年前的那场灾难，路洪
才老人悲痛得不能自已。

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了解
到，今年，该馆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到了 20位遇难者姓
名，已将这20个名字镌刻在“哭墙”上。

告慰逝者，神州大地寄托哀思

13日上午10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沈
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福建省
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全国20多家抗战类纪念馆，同步举行
公祭日悼念活动，以此告慰逝者、警示后人。

位于北京丰台区卢沟桥附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展出了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捐赠 《林献
堂文集》、美籍华人陈宪中捐赠艺术作品等，大批民众
参与活动。“丹青映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 80周年祭艺术作品特展”也面向公众开放。这些作
品曾在30年前出现在美国纽约的展览上。

13 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前有众多上海市民来
此向遇难同胞献花。吉林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东北沦
陷史陈列馆，当地民众举行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纪念活动。同时，公祭活动也在沈阳“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序厅举行。

演员韩雪发微博号召全国人民勿忘这一天。微博
中还配有韩雪演唱的二战纪录片 《丈量》 片尾曲 《赴
戎机》，她动情唱道“千里征途何时再回头，你的荣光
和风霜谁还记得吗”。网友看后，纷纷为韩雪此番行为
点赞。还有一位叫朱彦的画家，作了一幅画，发出

“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感喟，同
时寄托了无限的哀思。

“南京记忆”，正在成为世界记忆

今年10月26日，随着加拿大安大略省华人议员黄
素梅提出的动议获通过，安省成为西方国家中首个由
省议会通过“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动议的地区。

“爸，妈，你们在看着我吧！”在动议通过后，黄素梅
站起身，流着眼泪对着会场里全程录像的摄像机喊
道。她自小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家族里一位近亲曾
被侵华日本士兵强暴。

当地时间 12 月 9 日，安大略省各界华人共同举办
的“南京大屠杀 80周年追思会”在多伦多举行。安大
略省国际贸易厅厅长陈国治说，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
家对二战中犹太人遭屠杀的历史不陌生，但对南京大
屠杀并不了解，认识模糊。西方人对中国人在二战中
苦难历史的无知和忽视，刺痛了不少海外华人的心。

在日本，静冈（静冈县静冈市）于12日举办南京大屠
杀8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首先播放了日本每日放送电视
台 1991 年制作的纪录片《胶片记录历史检证南京大屠
杀》。纪录片中也出现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当
年，她曾面对日军的暴行拼死搏斗，最终身中 37刀并致
肚内 7个月大的胎儿流产。流产后她在当时的南京鼓楼
医院接受救治的情景被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了下
来，成为日军不容辩驳的罪行铁证。

李秀英老人已于2004年离世。她的女儿陆玲12日也
来到活动现场，向当地民众介绍了母亲当年的惨痛经历。

在荷兰，在俄罗斯，在澳大利亚，在中国国家公祭
日到来前后，人们纷纷举办各种追思活动。据了解，208
个华侨华人社团同步在世界各地举行悼念活动。

（本报南京12月13日电）

80年前，南京遭屠城
80年后，四海共祭奠

——写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本报记者 陆培法

12月12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和平小学，学生们在辅
导员老师的带领下，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朗诵
抗战爱国诗篇，并在横幅上签名。熊 伟摄 （人民视觉）

港澳各界悼念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林郑月娥出席纪念仪式并致献花圈。 洪少葵摄

安峰山接受记者提问。 郭晓康摄

12月 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河北
省邯郸市邯山区实验小学开展“烛光点点寄哀思——
公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主题教育活动。当地师生通
过折纸鹤、点红烛、献鲜花等方式为南京大屠杀死难

同胞默哀，以铭记历史，不忘国耻。
图为孩子们点燃蜡烛，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默哀。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烛 光 寄 哀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