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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 8 月 15 日电(记者杨汀、严蕾、王可佳)8 月
15 日是日本投降 72周年纪念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近日
播出揭露侵华日军 731 部队暴行的纪录片，在日本学界引起
强烈反响。多名日本学者指出，防卫省近年加大军事研究支援
是通过政策和金钱妨害学术自由，与日本政府修改安保法以
及“武器出口三原则”等一脉相承，有可能导致日本重蹈覆辙。

纪录片名为《 731 部队的真相》，对日本医学家和科研人
员是如何走上战争帮凶道路的体制、政策和舆论原因进行了
分析，即响应“国策”、金权诱惑、舆论氛围。片尾援引有“学者
国会”之称的日本学者官方团体“日本学术会议”意见，对政府
不断削减科研预算的同时防卫省对学研机构军事研究加大支
援表达了严重担忧。

该片在日本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多名专家学者对新华社
记者表示，日本政府此举是赤裸裸地通过诱导扭曲科研方向，
推进“科研人员版经济征兵制”和“军学共同”路线。专家学者
呼吁，在“8·15”日本投降日，学界应以史为鉴，不要再走上被
政府鼓动、为战争推波助澜的歧路。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大西广是“日本学术会议”成员，也是庆
应义塾大学“军学共同问题研究会”的一员。研究会主旨是反对
大学从事军事相关研究。大西广说，他和研究会不少教员同仁
都观看了《731 部队的真相》，认为这是对现实敲响的警钟。

“正如片中所介绍，当时日本最好的大学是为 731 部队等
处于战地的军队输送研究人员的主力。一方面是响应‘国策’和

舆论，一方面也得到巨大的经费补贴。结果是一流研究人员成
为战争帮凶。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的情形与当时有相似之处。”
大西广说。他介绍，安倍政府 2015 年出台“安全保障技术研究
推进制度”，招募“可用于防卫技术的先进民生技术”研究项目
并为之提供资金援助，明确提出鼓励研发军民两用技术。

“2015 年防卫省为该制度划拨预算 3 亿日元，2016 年翻
倍为 6 亿日元，2017 年激增近 19 倍至 110 亿日元。在政府削
减整体科研经费之时，该制度经费剧增。这对学研机构，尤其
是国立大学和需要大量经费否则无法进行研究的理科和医学
研究机构是重大诱导。”大西广说。

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池内了将安倍政府此举称为“科研
人员版经济征兵制”。“大学研究人员原本从事与军事毫无关
系的民生研究，安倍政府用金钱诱惑他们。防卫省的援助制度
规定研究中途公开成果需报备、研究结束后也要进行追踪调
查，研究者一生与防卫省脱不了干系。”

对于政府的“军事研究诱导”，日本学界反对声浪高涨。
“日本学术会议”继 1950 年和 1967 年后，今年 3 月第三次公
开声明“不进行以军事为目的的科学研究”，呼吁科研人员不
要应征防卫省“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项目。名古屋大
学、庆应义塾大学等国立和私立大学都声明当前不允许本校
研究人员申请该制度经费。

大西广说，据他所知，这些大学表明态度后，其研究人员
和报考人数都没有减少，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日本民间对政府

鼓励军事研究的反感。另据日媒数据，该制度应征项目从
2015 年的 109 件降至 2016 年的 44 件。

虽然学界反对声浪高涨，但对于今后日本科研人员被卷
入军事研究的可能性，大西广还是表示担忧。

他说，日本政府仍在逐年削减科研经费，尤其是国立大学
运营费从 2000 年起每年被削减 1%，科研条件日益严峻。反
观之，虽然“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项目申请数量在降
低，但合格率却在大大提高，从 2015 年约 8% 上升到 2016 年
约 22%，这对科研人员有很大诱惑。此外，安倍政府不断渲染
日本周边安全环境严峻，舆论对于增加军事科研经费和科研
人员从事军事研究的接受度可能提高。

日本东北大学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名誉教授井原来聪也警
告说，大幅增加“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预算，是安倍政
府要将日本学界全面卷入军事的强烈讯息，日本科学技术和
研究的发展方向已经开始扭曲。

共同社客座评论员冈田充对记者表示，防卫省加大对军
事研究的支援与安倍政府修改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
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等一脉相承。如果听之任之，学术自由
和独立将受到侵害和利用，很可能重蹈二战前以“国策”推进
731 部队生化武器研究的覆辙。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有关 731 部队的史料应该与南京大
屠杀史料一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日本以
及世界学术界和政府应永远引以为戒。”

日本学者呼吁学界抵制“军学共同”路线
以史为鉴，不要再走上被政府鼓动、为战争推波助澜的歧路

新华社南京 8 月 15 日电(记者蒋芳)“和平誓言生生不
息，这不仅仅是庄严承诺，更是每一位爱好和平、向往和平
者的心声！” 15 日，中国和日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约旦、印度等国数十名代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举行的国际和平集会上庄严宣誓，祈愿和平。

每年的 8 月 15 日前后，包括日本铭心会·南京友好访
华团、日本长崎日中友好希望之翼访华团以及日本神户·南
京心连心会访华团在内的海内外各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会
来到纪念馆，参加和平集会，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祈祷
世界和平。

15 日到访的是日本神户·南京心连心会第 21 次访华
团。和平集会上，访华团的成员们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敬献了花圈，默哀悼念。已经连续 21 年来到南京参加和平
集会的飞田雄一(Hida Yuichi)说：“来中国之前刚看了有
关 731 部队真相的纪录片，虽然我对历史有所了解，但看
到真实的影像、听到录音时仍然感到很震惊。这更加坚定
了我铭记、传播真相的信念。但很遗憾，还是看到日本社
会有很多人在否定包括南京大屠杀、 731 部队在内的侵略
罪行。”

参加和平集会的还有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约旦、
印度、加纳、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巴布亚新几内亚、卢
旺达和赤道几内亚的留学生代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孟加
拉国留学生尼哈德(Raqibul Hassan)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 please say sorry ”。他对记者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已经 72 年了，德国为他们的战争罪行道歉了，日本至
今还没有。希望更多日本人可以看到这句话，请他们早日跟
中国人说对不起。”

和平集会上，南京亚伦原创作品合唱团演唱了《和平之
花——— 紫金草》与《和平永驻的祖国》。悠扬的歌声盘旋在
集会广场上空，人们驻足低首、沉痛缅怀。

参加集会的日本友人都已白发苍苍，团长宫内阳子
(Miyauchi)感慨地说，教育年轻人反战是亟待加强的工作。
“一般的日本青年还是经常认为自己是战争受害者，因为有

长崎和广岛的核爆。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首先是加害
方。这是日本青年教育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

巴基斯坦留学生李卡(Ali Qadir)说，今天的和平集会

让他深受教育。“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需要维护与争取，
要人人汲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有希望。全世界热爱和
平的青年人都应该牢记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

“希望更多日本人跟中国人说对不起”
南京举行国际和平集会纪念抗战胜利 72 周年

▲ 8 月 15 日，日本“神户·南京心连心会”第 21 次访华团成员在和平集会上。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新华社上海 8 月 15 日电(记者
吴振东、何曦悦)今年 8 月 15 日，是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2周年纪念
日。当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等纪念场馆，迎来众多前来参观的
游客和学生。人们带来白色菊花，敬
献在烈士的雕像前。

淞沪记忆，永不磨灭

“这些都是英雄们用过的东西
啊！”一位小学生望着纪念馆里陈列
的怀表、眼镜等展品，发出感慨。“我
今天回去要写一篇日记，战士们都
太勇敢了，是他们保护了我们的国
家。”二年级学生丁倩倩对记者说。

“纪念馆的整体陈列非常用心，
还有视频、灯光的配合，让人身临其
境。”上海市民陈先生说，自己是历
史爱好者，今天特地来到淞沪抗战
纪念馆感受一下 1937 年的历史场
景，“艰苦卓绝的抗战，让我们这个
年代的人更加珍惜和平。”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一次重大战
役，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顽强抵抗
三个多月，彰显了誓死保卫国家的
决心，也粉碎了侵华日军“三个月灭
亡中国”的狂妄图谋。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唐磊
表示，为纪念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80周年，8 月 13 日至 10 月 15 日，
纪念馆推出《浴血长空——— 中国空
军与上海抗战》原创展览，通过 80
张历史照片，近 40 件珍贵文物，全
方位地展示中国空军参加上海抗战
的全过程。

勿忘“慰安妇”

8 月 14 日是世界“慰安妇”纪
念日。一部记录中国幸存“慰安妇”
的长篇纪录电影《二十二》在这一天
全国公映。

“电影放映结束后，全场观众静
默着看完了片尾字幕，这是我这么
多年观影体验中独一无二的一次。”刚走出影院的上海市民
秦女士眼眶明显有些湿润。陈先生也在下班后直接来看了

《二十二》。他说，片中“慰安妇”老人的生活细节让自己非常
感动，“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姥姥或者奶奶一样，特别打动
人。”

据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
介绍，经过二十多年调研考察，上海现已确认的慰安所共有
170 个，位置涉及虹口、杨浦、浦东、宝山等多个区域，一系列
史料的公布使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残暴历史得以确认。

苏智良说，对于慰安所这样的历史遗迹，社会各界的保
护意识正在增强。位于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 1702 弄的日军
在海外的第一家慰安所旧址“大一沙龙”，目前已列入全国
第三次文物普查登录点。虹口区政府今年表示，将在“大一
沙龙”旧址上建设“上海慰安妇陈列馆”。

壮哉，“八百壮士”

80 年前，淞沪会战末期，上海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炮
火连天，主将谢晋元率领数百名战士死守仓库四昼夜，击毙
日军 200余人，史称“八百壮士守四行”。

80 年过去，这场战斗已成为上海这座城市不能忘却的
记忆。连日来，自发来到四行仓库纪念馆缅怀英烈的市民络
绎不绝。8 月 13 日清晨，四行仓库纪念馆外举行了一场特
殊的升旗仪式，数百名青少年和上海市民肃穆而立，注视着
小护旗手护卫鲜艳的五星红旗，正步而出，庄严的国歌声响
起，国旗缓缓上升。

据了解，在上海团市委统一协调下，上海各区共青团组
织近日分别在中共一大会址、淞沪抗战纪念馆、国歌纪念馆
等 16 个城市地标启动了“国旗下成长”上海青少年升国旗
暨爱国宣讲主题活动，全市共有 1200余名青少年参加升旗
活动，以进一步引导青少年增强国家观念、增进民族自信心
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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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8 月 15 日电(记者蒋芳)14 日，南京市委
副书记龙翔向国际友人约翰·马吉之孙克里斯·马吉先生颁
发紫金草国际和平纪念章，以表达南京人民对 80 年前那场
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无私救助难民的感恩和敬意。

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不顾个人安危用 16 毫米
摄影机秘密拍下的 105 分钟画面，是那场浩劫中唯一留存
至今的动态影像，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约翰·马吉 1884 年 10 月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
兹堡市，1912 年来到中国。大屠杀期间，他与约翰·拉贝、明
妮·魏特琳等国际友人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
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并担任南京分会主席。

约翰·马吉不仅留下了记录日本侵略者暴行的镜头，还
在 1937 年 12 月到 1938 年 2 月期间，写给妻子的信中记录
下他每天目睹的日军暴行。1946 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
东京审判日本战犯，马吉出庭作证，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
松井石根等战犯的罪行。

2002 年，大卫·马吉先生将父亲拍摄的胶片拷贝和当
年那台 16 毫米摄影机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

南京向约翰·马吉后人颁发

紫金草国际和平纪念章

新华社太原 8 月 15 日电(记者王学涛)为铭记林迈可、
李效黎夫妇为中英友好、世界和平正义事业作出的杰出贡
献，林迈可、李效黎纪念馆日前建成，于 15 日在山西吕梁离
石区正式开放，

林迈可出生于英国书香世家，1937 年，受聘为燕京大
学经济学导师。其夫人李效黎出生于山西吕梁离石，是当地
第一位考入“燕京大学”的女生。两人秘密为八路军购买和
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奇缺物资，于战斗中结成连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林迈可一家抵达延安。因熟悉无线
电技术，被朱德总司令委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
通讯顾问”。他是参与创建新华社英文广播部的元勋之一，
并担任顾问和英文改稿专家，让世界第一次听到了延安的
声音。

林迈可李效黎夫妇

纪 念 馆 建 成 开 馆

新华社东京 8 月 15 日电(记者沈红辉)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 15 日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
神社献上被称为“玉串料”的祭祀费。

当天是日本投降 72周年纪念日。安倍委托自民党总裁助
理柴山昌彦当天上午向靖国神社献上祭祀费。柴山昌彦说，安
倍对无法亲自参拜感到“抱歉”。这是安倍 2012年年底就任首相
以来，连续第 5年在日本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献上祭祀费。

自民党干事长代理萩生田光一和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次子、
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小泉进次郎当天上午参拜了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
在内的 14 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
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
社会的强烈反对，也导致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关系紧张。

新华社东京 8 月 15 日电(记者沈红辉、马峥)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 15 日在东京出席日本战败日官方纪念活动，致辞时依
旧不谈“加害”责任，也不对战争表示“深刻反省”。对此，日本
有识之士和民众提出批评。

今年 8 月 15 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2周年纪念日，
日本政府在东京武道馆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日本天
皇和皇后、安倍以及战争遗属代表等 6000余人出席。

安倍在致辞时称不应重蹈战争惨祸，并称日本战后一直

坚持走和平道路。但对日本历代首相追悼仪式致辞中有关对
亚洲各国“加害”责任和对战争表示“反省”的表述，安倍只字
不提。这是安倍 2012 年年底再次上台以来，连续第五年在纪
念仪式上不谈“加害”和“反省”。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安
倍不提“加害”和“反省”绝非偶然。安倍的历史认识具有浓厚
的右翼色彩，从未正面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藤田认为，
日本在那场侵略战争中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安
倍应该承认这一事实，全面继承对侵略历史做出反省和道歉
的村山谈话。

东京市民宇治川对记者说，安倍一直没有正视侵略历史。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导致中国等亚洲各国数千万民众遇难。
安倍应该承认这一事实，继续向受害国道歉，直至获得受害国
原谅。但是安倍的做法与此背道而驰。

东京市民久保认为，安倍的历史认识是错误的。久保说，
他自己的父亲就曾作为日本“宪兵”在中国南部进行侵略战
争，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1945 年 8 月 15 日，当时的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
件投降。从 1963 年起，日本政府每年 8 月 15 日举行“全国战
殁者追悼仪式”。2013 年，安倍放弃历代日本首相延续多年的
做法，在致辞中首次删除有关“加害”和“反省”的表述。

安倍晋三连续 5 年向靖国神社“献祭”

日本有识之士和民众批评安倍不提“加害”和“反省”

新华社首尔 8 月 15 日电(记者耿学鹏、姚琪琳)韩国总统
文在寅 15 日敦促日本方面正视历史问题，并表示韩方将依据
国际准则处理“慰安妇”等问题。

文在寅当天出席在首尔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光复节 72周
年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说。他说，韩方将加强穿梭外交等多种交
流，发展韩日关系。但他强调，不能因为重视韩日关系的未来就
忽视历史问题，两国只有解决历史问题，才能深化互信。

文在寅在演说中提及日军“慰安妇”以及强征劳工等历史
问题。他表示，针对韩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应基于人类普遍价

值和国民共识，依据国际准则，恢复受害者名誉、赔偿损失、探
究真相以及承诺避免重蹈覆辙等。

文在寅之前曾表示，韩日此前达成的“慰安妇”问题相关
协议不被韩国大部分民众所接受。这一表态被韩国媒体解读
为韩方有意修改这一协议。

近来，韩国民众要求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的呼声高涨。反映
日军强征劳工的电影《军舰岛》不久前在韩国上映，引起强烈
反响。韩方人士还以在公交车上设立“慰安妇”塑像等形式，呼
吁关注“慰安妇”问题。

韩国总统敦促日方正视历史问题

新华社东京 8 月 15 日电(记者
王可佳、沈红辉)前日本国会众议院
议长河野洋平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政外
交政策进行批评，并表示安倍长期
执政是“日本人民的不幸”。

日本神奈川县媒体《神奈川新
闻》网站 15 日刊载了对河野洋平的
专访。河野洋平认为，安倍强行通过
新安保法等法案，并未得到人们的
充分理解。他在国会选举前打出“安
倍经济学”等经济政策吸引选票，获
得议席之后便为所欲为。安倍多年
来始终重复这样蛮横的执政方式，
这与国民的希望相背离，安倍政权
的长期持续是日本人民的不幸。

就安倍图谋修改日本和平宪
法，河野洋平认为，安倍的修宪企图
不会成功，因为现在执政联盟内部
已经开始慎重考虑安倍的修宪企
图，而安倍支持率的下降也将影响
人们对他提出的修宪草案的态度。

河野洋平还批评了安倍的外交
政策。他认为，日本人民期待日本与
中国和韩国改善关系，日本政府需
要与中国携手合作，应与中国建立
彻底的信赖关系。

他表示，安倍政府通过内阁决议
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
打破了现状。安倍的外交是盲目跟从
美国的外交，这种做法非常危险。

1993 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
官的河野洋平就“慰安妇”问题调查
结果发表谈话，承认日军直接参与
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
所”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
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河野谈
话”为此后历届日本政府所继承，是

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
2015 年 8 月，安倍发表战后 70周年谈话，仅以回顾历

届内阁历史认识立场的方式间接提及“反省”和“道歉”，并
宣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应背负“谢罪的宿命”。这份回避
直接道歉、态度暧昧的“安倍谈话”被视为是较“河野谈话”
的历史倒退，一发表便遭到日本社会各界及国际社会的强
烈批判。

前
日
本
国
会
众
议
院
议
长
河
野
洋
平
指
出

安
倍
蛮
横
执
政
是
日
本
国
民
的
不
幸


	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