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
在南京城开始进行惨无人道的大
屠杀，短短40多天杀害30万民众，
几乎每12秒就有一名同胞遇难。

葛道荣是南京大屠杀的幸
存者之一，其子葛凤瑾在接受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
现在父亲身体状况良好，13日当
天还看了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
的直播，“他认为日本人欠我们
一个道歉，但也不想延续仇恨。”

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以
来，已有11位幸存者离世，目前，
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仅剩61人。作为幸存者之一的葛

道荣，今年94岁，他写过一本10
万字的书留给后人，以留住这段
记忆。

谈到对和平的愿望，葛凤瑾
说：“我父亲希望民族复兴，振兴
祖国，只有祖国强大才不会受人
欺负。他也希望世界和平，不再
有战争，希望天下的母亲不再流
泪，所有的儿童都生活在幸福愉
快的环境中。”

葛道荣在回忆1937年南京
大屠杀的场景时表示，当时他
刚满10岁，逃到金陵大学难民
区的时候，在马路上根本没有
看到行人。在双龙巷口、长江路
口都有死尸倒在地上，盔头巷
门口有个小工地，这个地方有
二三十个人被杀，煤炭港的装
卸工地，日军抓的老百姓不管
男女杀了3000多人。

葛道荣生于1927年7月，家
住南京新街口管家桥22号，他
在逃往金陵大学难民区的时
候，被闯入的日本兵打耳光并
用刺刀刺伤了右腿。他回忆说：

“叔叔葛之燮是一名医生，他以
为日本人不会对救死扶伤的医
生做什么，决定留在祖宅看家。
可没想到日本兵照样下手。死
的时候，叔叔躺在地上，面目肿
胀，全身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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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12月13日电《澳
门特别行政区公报》13日刊登第
47/2021号行政法规《修改第22/
2018号行政法规〈澳门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澳
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
会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
安全技术顾问，并明确其职责。该
行政法规于14日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批复决定在澳
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
会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
安全技术顾问后，澳门特区政府
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全力迅
速抓好落实，通过上述行政法规，
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
技术顾问依法履行职责提供本地
法律保障。

特区政府表示，将积极支持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技
术顾问的工作，共同履行好维护
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同时，将进
一步完善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持续提
升广大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切
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推动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
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

近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张成功1985年至1987年期间所
犯强奸罪、投机倒把罪、流氓罪再
审案和2016年至2021年期间所犯
强奸罪、故意损毁文物罪上诉案
作出判决，数罪并罚，决定判处张
成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在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
间，郑州警方于2021年3月侦办张
成功涉嫌强奸犯罪一案时，发现张
成功曾于1990年被判处死刑及经
改判、保外就医、减刑出狱后又重
新犯罪的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即对张成功1985年至1987年期
间所犯强奸罪、投机倒把罪、流氓
罪一案的审判和刑罚执行情况进
行全面审查，发现本院1998年再审
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确
有错误，经审判委员会研究，于
2021年9月28日决定对该案进行再
审。再审期间，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于2021年10月22日对被告人张
成功2016年至2021年期间新犯强
奸罪、故意损毁文物罪一案作出判
决，以强奸罪、故意损毁文物罪并
罚，判处张成功死刑。宣判后，张成
功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
诉。为便于诉讼及全面查明案情，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将张成
功再审案与上诉案合并审理。

经审理查明：1985年至1987
年期间，张成功利用金钱、物质引
诱等手段，先后强奸四名幼女、三
名少女；还利诱十四名青少年女
性与其发生性关系；并在经营工
程车辆修理中对主要配件以旧充
新，牟取利益。三门峡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1990年6月23日作出一审
判决，以强奸罪、流氓罪、投机倒
把罪并罚，对其判处死刑。张成功
不服，提出上诉。1991年9月29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其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8年5月8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
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满释放后，
张成功不思悔改，又于2017年至
2021年期间对七名幼女多次奸
淫，并于2016年至2017年期间在
项目施工中严重破坏省级文物保
护遗址—荥阳市陈沟遗址。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张成功于1985年至1987年期
间奸淫幼女、强奸少女多人，犯罪
动机卑劣，犯罪后果严重，并利诱
多名青少年女性与其发生性关系、
通过投机倒把攫取巨额利益，且系
解除劳教后三年内又实施犯罪，依
法应从重处罚。三门峡市中级人民
法院1990年6月23日依据当时法律
作出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
判程序合法，定罪准确，判处死刑
适当；1991年二审改判张成功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和1998年再审改判
有期徒刑十五年的判决在认定事
实和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应予纠
正。张成功刑满释放后短时间内又
奸淫幼女多人，且在因故意损毁文
物犯罪被取保候审期间，仍继续实
施强奸犯罪，罪行极其严重，又系
累犯，依法应予严惩。综合考量张
成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
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判决撤销本院1991年9月29
日二审判决和1998年5月8日再审
判决，维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0年6月23日作出的一审判决和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10月
22日作出的一审判决，决定判处张
成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据河南高院网站

澳门特区政府修改相关法规
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
国家安全技术顾问

河南高院对张成功案
作出死刑判决

历史，殷鉴不远。随着中日
关系重回正轨，总有人想要遮住
陈旧伤疤，然而“不知道”“不承
认”“不要提”正是部分日本政客
对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态度。

总有人问：南京大屠杀和我
有什么关系？事实上，这段历史
不只是一城一地的受难日，它与
你我的过去、未来勾连。它告诉
我们，何以从昨天走到了今天，
又如何在把握现在中走向未来。

国盛民强、国弱民孱，正是
近代以来中国的贫弱，才导致河
山被践踏，生灵遭涂炭。今日之
铭记，不只是民族的悲怆，还有
孱弱必将遭欺的训诫。和平是需
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
道路决定命运，发展才能自强，

更是苦难历史留下的深刻启示。
水有波而明其流，车有辙而后

可循。失去记忆的个人必然迷茫，
忘掉历史的国家民族不会有未来。
1937年的劫难留给南京、留给中国
的这道伤疤，不能遮盖，唯有正视！
国行公祭，既是哀悼，更是警醒！

如今，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
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新征程
上，吾辈当自觉背负历史的重
托，坚定汲取奋进的力量，自省、
自立、自强，中国人的命运就能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
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必将
不可阻挡。

6周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

落，此后的6个星期，昔日繁华的
六朝古都成为真实的人间炼狱

12秒
在持续6周的人间浩劫

里，南京平均每12秒就有一个
生命逝去

61人
截止目前，在南京侵华日

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
在世幸存者仅剩下61人

880000册
日本侵略者占据南京后，

抢去图书文献约880000册

952件（套）
截至2021年12月1日，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新增藏品共计952件（套）

7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在湖南新
确认7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其中最年长者107岁

中共中央、国务院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1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并讲话。

国行公祭，祀我殇胞。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庄严肃穆，国旗下半旗。约3000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
界代表静静肃立。10时整，仪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
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
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队16名礼兵抬起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孙春兰发表讲话。她表示，今天我们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仪式，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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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中国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庄严立场，表达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孙春兰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新时代的新气象新作为，这是对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抗战期间牺牲烈士以及死难同胞的最大告慰。历史
大势浩荡前行，民族复兴前景光明。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倍加珍惜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开启新征程、展现新作为，为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除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国家公祭仪式的主
场馆开展纪念活动外，昨天，在多个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丛葬地和纪念
地也进行着相应的纪念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死难同胞
丛葬地，来自南京鼓楼区的各界人士用手中的一束束鲜花寄托哀思。

公祭日前夕，南京的部分地铁站设置了“和平许愿墙”，路过或自发
前来的群众纷纷留言。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辅导员奚月林写道：回顾那段
苦难的历史，我想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在今天，希望所有的同学能
够铭记历史。我们更应该发挥自己的能力，努力学习，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有所突破，报效祖国。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自2014年我国以立法形式
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来，这已是第八个年头。

“（日本）政府每次都是在一
些小细节上修改历史，但一个个
修改的叠加，长久之后历史真相
就会完全走样。”这一次，勇于道
破真相的是东京都公立高中退
休历史教师甲野信夫。

前高官悍然歪曲历史

日前，一场“南京大屠杀84
周 年 证 言 会 ”在 日 本 东 京 都
YMCA亚洲青少年中心举行，通
过侵华日军军官日记、南京大屠
杀亲历者讲述等如山铁证，展示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就在这场证言会上，甲野
信夫发表演讲，批评日本政府
在教学安排以及教材上“做手
脚”以模糊日本学生对历史真
相的认知。他列举的这些操作
包括：将南京大屠杀称作“南京
事件”；将侵华战争称作责任平
等的“日中战争”；否认南京大
屠杀遇难者人数；删除“河野谈
话”内容；用一些不清晰的表述
不断模糊历史真相。

甲野信夫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日本政府鼓吹‘日本没
做过错事’，通过传播一些历史
谎言，增强日本年轻人的所谓
民族自豪感。”他强调说：“只有
明白确实犯错并认真对待错
误，才可能重拾真正的自尊。”

甲野信夫的担忧绝不是夸
张。据日本媒体报道，就在两个
月前，熊本县立御船高中成立
100周年之际，邀请日本前文部
科学副大臣、现九州国际大学
校长西川京子发表演讲。在这
场现场及线上听众共计近500
人的演讲中，西川京子竟将日
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战
争称为“大东亚战争”，将其形
容为“促进亚洲整体繁荣和独
立”的战争。

身为前政府官员、现任高校
校长，这样一名原本应该具有公
信力的人物竟当着青少年的面，
悍然歪曲历史。这正是日本美化
和否认侵略历史的一个缩影。

日本社会亦不乏正义之士

据记者了解，日本小学从
三年级开始，国语（语文）教材
中都有关于广岛原子弹爆炸、
东京轰炸的相关文章，主要讲
述日本普通民众的惨痛经历。
例如，五年级教材中有一篇课
文《寻找的人》，讲述一个小女
孩去广岛寻找一个在原子弹爆
炸中去世、与自己同名同龄孩
子的故事。

文中强调说，在广岛原子
弹爆炸中丧生以及之后受爆炸
影响去世的民众，迄今总计已
达14万人。为了给学生以直观
感受，文中如此对比：“相当于
人头攒动的学校操场上人数的
200倍，相当于200所小学人数的
总和。这么多人就因为一颗原
子弹，从世界上消失了。”

拿学校师生规模来对比，
可想而知这段内容会给学生留
下怎样深刻的印象。然而，日本
教材中并不会以这样用心的方
式展现日本对亚洲国家发动侵
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伤亡。

不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自
己的侵略历史，日本将永远无
法卸下沉重的包袱。日本社会
也不乏有这样共识的正义之
士。“No More南京之会”是“南
京大屠杀84周年证言会”主办
方。主办方代表田中宏告诉记
者，成立这个协会就是希望日
本人不仅知道“No More广岛”
（广岛核爆炸的悲剧不要再重
演），更应铭记日本人制造的南
京大屠杀悲剧也不要再重演。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昨日举行
南京各界开展纪念活动，悼念遇难同胞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日本侵略者欠我们一个道歉

但不希望延续仇恨

东京退休教师批评日本教材
对历史“做手脚”铭记历史

吾辈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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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为什么和我们有关系？

关于南京大屠杀
你还应该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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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悼念活动的学生代表默哀 新华社发

葛道荣 受访者供图

公祭仪式现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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