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后， 周广田进入常
德市航运办事处工作， 在工
作上任劳任怨。1979年，62岁
的周广田办理退休手续后，
依然帮助街道经营集体企
业。历经生死，周广田从此格
外乐观。即便年纪大了，心态
却依然年轻，“前几年我还跳
交谊舞呢”。

周广田退休后闲居无
事，便以腌制泡菜为乐，因为
手艺不错， 邻居和朋友都爱
吃他做的泡菜。 近两年他通
过媒体得知不少抗战老兵生
活很困难后，想开家泡菜店，
将经营收入资助生活困难的
抗战老兵。 今年8月31日，他

的“老兵泡菜”店在常德市开
张了。“有的抗战老兵身体很
差， 生活也很困难， 我身体
好，要为他们着想。”周广田
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说。

常德一位企业家被周广
田的善举所感动， 出资帮他
改造泡菜店，扩大经营规模。
“此次来南京，我还带上了30
多罐‘老兵泡菜’，送给南京
的抗战老兵和志愿者。 今后
我还想把泡菜店开到长沙，
挣更多钱资助更多的抗战老
兵。” 周广田在接受采访时，
透露了自己的心愿。

■文/记者 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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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 开“老兵泡菜”店资助困难抗战老兵

记者手记

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

时光流逝，硝烟散去，但
那段悲痛的历史却深深刻在
了周广田老人心间。 他在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前来到南京， 就是为了祭奠
死去的战友和同胞。 同时通
过当年的亲身经历告诉人
们，不忘历史、不忘伤痛，更
重要的， 是我们自己要变得
更强大。

无论过去了多少年，这
段充满着鲜血与哀痛的历史
都是我们不能忘却的纪念。
正因为如此，国家将12月13日
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 使得对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的纪念上升到国家
层面， 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
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
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也反
映了国家对民众的尊重和对

平民生命的敬畏。
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

德国演讲时引用了一句名
言：“谁忘记历史， 谁就会在
灵魂上生病。”因为“历史是
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 是将
来反映过去的倒影”，而所有
“重蹈覆辙” 都是从忘却开
始。牢记历史，不是为了有朝
一日对仇人进行同样的报
复，而是让我们反思，让我们
警惕，让我们振作，让中华民
族和中国人民不再遭受这样
的苦难和悲伤。

重温“悲惨记忆”，我们
也更深切地感受到： 铭记历
史，警钟长鸣，才能避免因忘
却而麻木， 进而更加珍视和
平， 始终以自强不息的姿态
走向未来， 永远不让历史悲
剧重演。

□ 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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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保卫战中， 光华门
可谓是日军攻打南京时战斗最
激烈、伤亡最大的一座城门。

1937年12月9日拂晓，
日军第9师团胁坂部队趁5师
87师换防， 抢占光华门外的
大校场和通光营房， 随后连
续数日，日军飞机、野山炮和
坦克经常猛烈轰击光华门。
这几天里， 双方在光华门展
开了激烈战斗。12月10日的
战斗最为激烈， 整排整连成
建制的中国官兵， 在短短数
小时内壮烈牺牲，第87师259
旅易安华旅长阵亡。 日军伤

亡也很大， 被日军称为胁坂
部队“最先登上光华门的伊
藤善光少佐” 被中国守军的
手榴弹炸死。

日本人对光华门争夺战
印象很深。南京沦陷后，日军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
彦王立即前往光华门参观。
1938年4月，日本皇族东久迩
宫也前往该城门巡视、“凭
吊”。南京沦陷后的伪市工务
局秉承其主子旨意， 在对南
京城墙修缮的设计图上，特
意标明“战绩保存、 不必修
理”，加以保护。

南京1213志愿者同盟于
2007年成立， 日常工作是走
访抗战老兵、 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慰安妇、劳工等战争受
害者并援助其中困难者，资
金来自网络募集。 该机构

2013年8月通过民政部门登记
注册，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的社会团体，目前有1000多名
志愿者，遍布全国各地。近十
年来，援助老兵300多人次，援
助资金达到210多万元。

光华门之战———南京保卫战中最激烈的战斗

南京1213志愿者同盟

声音

国家公祭日的意义
不止于中国

12月13日， 首个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国家公祭日的
设立与系列活动的开展， 体现的是
国家意志、信念与民众思想、感情的
交融。以国家名义公祭遇难同胞，发
出的是国家的声音， 彰显了国家对
生命的尊重，对民众的关怀。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与系列活
动的开展，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参
与进来，挖掘历史，还原历史，学习
历史。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倾
向进一步加剧，一些政客频频在“慰
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上
公开发表否认侵略、 美化战争的言
论。因此，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的设立， 既是给了否定侵略历
史的日本右倾化思潮一记重拳，同
时也在提醒国人不忘历史。

南京大屠杀本身就是一部生
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教材。正如法国
思想家赫南所指出的，在人们的共
同记忆中，灾难与伤痛远比享乐或
是光荣更重要，也更有价值，因为
它们能紧密地团结民众，唤起患难
与共的情感，进而使人们凝聚成为
一个坚实的共同体。在国家公祭日
聚集在一起，以沉重的心情隆重悼
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能让民众
更深切地体会到国家对于每个人
的意义，体会到国家统一强大的重
要性。

为二战历史确定国家纪念日
或设立国家公祭日，已成为国际惯
例。 以国家公祭日的形式祭奠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彰显了中国政府
希望以与国际接轨的方式，积极参
与二战历史构建的姿态，以及让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民族记忆成为
世界记忆的努力。南京大屠杀不仅
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也是整个人类
的灾难。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是中国的，其意义又不止于中
国。由此观察，国家公祭日的设立
也是为了团结和联合全世界爱好
和平的民众，与他们手挽手，心连
心，共筑和平的大厦。

（摘自《环球》2014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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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
解放了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死
亡集中营。这一天被英国、意大
利和德国等许多国家定为纳粹
大屠杀遇害者的纪念日。2005年
11月1日， 第60届联大全体会议
一致通过了由104个国家共同提
交的一项决议草案，决定将每年
的1月27�日定为联合国的“国际
大屠杀纪念日”， 用以纪念二战
期间在波兰奥斯维辛被纳粹屠

杀的110万个鲜活的生命。 这一
天，波兰、德国等国都要举办隆
重庄严的悼念仪式。

“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

2011年,珍珠港事件70周年
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12月
7日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 。
用以纪念1941年美国珍珠港海
军基地因日军偷袭而丧生的
2300多名美军官兵。

证据

南京大屠杀30万人死难铁证如山

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军残酷
杀害的中国同胞达30万人以上，
这早已成为铁案，战后中国和国
际法庭早有定论。

◎据可靠的档案材料记载，
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后，南京市
慈善堂曾掩埋尸体112266人，
世界红十字会掩埋43071人，中
国红十字会掩埋23371人，无主
孤魂碑下掩埋3000余人，下关区
所埋26101人，仅此几个数目相
加，就达到207809人。这些数字
真实可靠，因为当年各慈善机构
在掩埋尸体时都曾逐个填写统
计表，并在战后呈递政府。

◎据不完全统计，尚有伍长
德具证的被害者2000余人，鲁
（更生）所具证的57400余人，芮
方缘、 张鸿儒等具证的7000余
人，中山码头遇难的1万余人，鱼
雷营、 宝塔桥等处遇难的4万余

人，草鞋峡遇难的5万余人，上新
河地区遇难的28730余人，共计
195130人。 这一数目中，部分遇
难者的尸体事后经慈善机构掩
埋， 与前面的掩埋总数有所交
叉，其他大部分为日军在江边屠
杀后，或弃于江中冲走，或用汽
油、煤油焚化而毁尸灭迹。

◎1946年2月，国防部审判
战犯军事法庭，首次、直接和明
确地作出30万这一数字这个重
要历史判决， 出处则是著名的
《谷寿夫判决书》。在这份判决书
中，明确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30余万”的就有三处。其中两
处还明确指出“30余万”的数字，
是由“集体屠杀19万人”和“零散
屠杀15万人”构成的。此外，还明
确判定屠杀30余万人的时间、地
点、加害对象、受害对象、加害手
段等，十分详细和准确。

数据

8年抗战， 究竟有多少军人
在战场上为国捐躯？有多少平民
在国难中死于屠刀？1995年以
来，我国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是
3500万人，包括400余万中国军

人、700余万兵役壮丁以及2300
万平民。湖南省留下了十分完整
的本省统计资料： 死亡92万余
人、受伤169万余人。

■据新华社、新民晚报等

12月10日，光华门祭拜现场，志愿者张邦雷上前拥抱周广田，说自己是“飞虎队”队员的后代，在这里碰到他很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