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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洛杉矶 11 月 12 日电(记者高山)“他是一位美国
公民，他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英雄”“他将因为在南京大屠杀期
间的英勇行为而永远被我们怀念”——— 这是镌刻在罗伯特·威
尔逊医生纪念碑上的话语。

威尔逊医生被称为“蓝眼睛的南京人”。80 年前，侵华日
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威尔逊医生挺身而出拯救
了成百上千中国人的生命，同时见证和记录了日本侵略军在
南京的残酷暴行。

12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阿卡迪亚市，数百名来自中国和
美国的民众出席了威尔逊医生纪念碑落成典礼。活动由美国
纪念南京大屠杀联合会等多个团体共同组织。

人们扶老携幼，排成长长的队列，依次把手中的鲜花摆放
在纪念碑前，向这位在那段黑暗的危难岁月中帮助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表达哀思与敬意。

1906 年，威尔逊出生在南京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他一
直把南京当作他的家乡。从哈佛医学院毕业后，威尔逊带着新
婚妻子回到南京，成为鼓楼医院一名外科医生。

1937 年，当日本侵略军进攻南京时，威尔逊医生毅然留
下来帮助苦难的百姓，与其他一些西方人一起组织了国际委
员会，设立难民安全区，帮助拯救了 20 多万南京市民的生命，
同时记录下日军的暴行。

“我的父亲爱中国人，从他出生在南京起，他就视中国人
为同胞，”威尔逊医生的女儿玛乔丽·加雷特说，非常荣幸有这
么多人前来纪念父亲，“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情感，感受到他们
对父亲的敬意”。

加雷特带着全家四代人一起来参加父亲的纪念碑落成典
礼。白发苍苍的加雷特和家人所到之处，满是热情的问候和尊
敬的目光，人们抢着和他们握手、拥抱、交谈、合影，向他们道
一声感谢。

“这段历史一定要告诉下一代，让他们知道大屠杀这个史
实。”加雷特说。

已故美籍华裔女作家、《南京大屠杀》作者张纯如的母亲
张盈盈也特意前来参加仪式，并向威尔逊医生的家人赠送了
礼物。她说：“威尔逊医生的作为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他永远
活在中国人民心里。”

张盈盈表示，在日本依然有人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情
况下，通过纪念威尔逊医生让西方社会更多了解南京大屠杀
的历史，具有特殊意义。“这一段记忆不能被忘却，”张盈盈
说，日本只有承认战争罪行，才能在未来避免同样的错误。

出席典礼的阿卡迪亚市副市长戴守真对新华社记者说，
威尔逊是阿卡迪亚市民。作为一名医生，80 年前他在南京帮
助了很多中国人，但是他的事迹在阿卡迪亚、在美国却鲜为人

知。纪念威尔逊医生是很有意义的活动，也让后人更加珍惜来
之不易的和平。

十多位当地学生在活动现场表演了短剧《南京鼓楼医
院》，向挤满教会礼堂的民众再现了威尔逊医生当年力阻日本
兵在医院抓捕的一幕，演出赢得热烈掌声。

现场的阿卡迪亚民众戴维·里奥说，虽然和威尔逊医生的
家人在同一个教堂参加礼拜，但这是他第一次了解到威尔逊
医生的事迹，“很感人，我为我们的社区曾经拥有威尔逊医生
感到荣幸”。

在剧中扮演威尔逊医生的 14 岁华裔中学生戴维·沈说：
“在我 10 岁时，头一次了解到南京大屠杀这段可怕的历史。当

天晚上，我甚至无法入眠。”
另一位参演的华裔女生阮思华说：“这段历史太残酷，

也令人悲哀，无辜的中国民众惨遭日军屠杀，希望这段历史
永远不要重演。”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侨务领事汤长安在致辞中说：“历
史必须铭记，英雄不可忘却……今天来了很多人，充分体现
了中华民族重情重义的传统美德。”

他说：“在纪念死难同胞、怀念英雄的同时，我们不能忘
记中美两国人民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友谊，并将此作为
推动两国友好务实合作的基石，为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以
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努力。”

不忘那位“蓝眼睛的南京人”
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立碑纪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拯救中国人的威尔逊医生

▲ 11 月 12 日，在美国阿卡迪亚市，鲜花被放置在威尔逊医生纪念碑旁。 新华社记者李颖摄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11 日电(记
者陆佳飞、刘晨)51 岁的莫琳·詹金斯
是美国马里兰州的中学教师，2009 年
她第一次去中国旅游时恰逢中国农历
春节。走在北京著名的商业街王府井
大街上，詹金斯和家人巧遇民间艺人
在表演舞龙、舞狮庆贺春节。正是这一
次“邂逅”，改变了詹金斯对“中国龙”
的误解。

“对于很少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中
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美国人来说，有
时我们的偏见来自美国媒体对于中国
的偏见。当媒体在描述中国发展时配
上公众惧怕的西方文化中的‘恶龙’，你
很难不受影响，觉得中国的确对我们
构成了威胁。”詹金斯告诉记者。

“但当我真正与‘中国龙’面对面
时，这个被打扮得有些花里胡哨的家
伙带给我的不是压迫感，而是节日的
欢快气氛。”她说。

带着一丝疑惑，回国后的詹金斯
通过查阅资料和询问身边的华裔朋
友，了解到“中国龙”与西方文化中的
充满攻击性的“恶龙”并不同。“中国
龙”象征着吉祥、风调雨顺。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素来被
称作“文化大熔炉”。但包括中国历史
研究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在内
的多名学者都曾感叹，普通美国民众
对于中国的认识和兴趣还远远不够。

詹金斯告诉记者，她时常把与“中
国龙”相遇的这段经历告诉自己的学
生，鼓励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去接触和
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尤其是像中国
这样举足轻重的大国。

“既然美国无法、也无意去阻止中
国发展，那我们就应该考虑怎样去与
中国和平相处。增进了解是第一步，除
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途径。”
詹金斯说。

与詹金斯仅 10 天的中国行不同，
美国黑人青年迈克尔·福特和中国的
“邂逅”已有好几年。2010 年他决定去中国留学时，并不是因为
了解和喜欢中国文化，而仅仅是因为机会难得。

“在此之前，我对中国毫无了解。可以说，当时是毫不犹豫地
背起行囊前往这个我完全不了解的遥远国度。”福特说。

7 年后的今天，福特用熟练的汉语引用老子的“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表示自己当年迈出的第一步点燃了他现在对搭建中美
人文交流桥梁的热情。

过去几年，在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中美之间的沟
通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今年，两国宣布
建立并全面启动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
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的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

“软实力”概念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
夫·奈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中美间增进了解的各项举措予以
肯定。他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
国进行沟通和对话越多，就越能避免出现对彼此过于消极和负
面的臆想。

约瑟夫·奈告诉记者，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难免存在分
歧，认为两国应该在所有问题上看法一致的观点反而有违常理，
但对于盲目视他人为敌人的做法也同样应该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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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 11 月 12 日电(记者梁希之、桂涛)“他们每周
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0 到 18 个小时，每年只有 3 天假期。他们
做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可他们的贡献却一再地被从历史中抹
去，”英国制片人贾丝·高恩斯对新华社记者说，“所以我决定和
同事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让一战华工的故事被更多人熟知。”

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99 周年之际，英国第四频道
电视台 12 日晚播出纪录片《英国被忘却的军队》。时长一小时
的纪录片展示了部分有关一战华工的信件、日记和文件，并从
华工后代和历史学家的口中追忆这段未被记录的历史。这是
英国主流媒体首次制作纪录片回顾这段历史，肯定华工对一
战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

纪录片执行制片人高恩斯此前从英国媒体报道中首次得
知这段历史。当年，14 万中国劳工远赴重洋来到欧洲战场协
助英法军队，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修建公路、战壕，维修
铁路和坦克，甚至拆除未引爆的炸弹。这些在英国鲜为人知的
记忆通过纪录片展现在观众面前。

据记载，英国战时内阁 1916 年批准征募中国劳工，并将
劳工部队正式命名为“中国劳工旅”。一战期间，英法两国先后
招募中国劳工约 14 万人，其中约 10 万人隶属英军中国劳工
旅，4 万人归法军指挥，另有数百名学生作为翻译。这些中国
劳工主要来自山东省，也有部分来自辽宁、吉林、江苏、湖北、
湖南、安徽和甘肃等地。

华工对一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方社
会并未给予足够认可。纪录片讲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比
如在一战结束三周前，一幅名为《战争的圣殿》的巨画在巴黎
公开展出。这幅画作构思于 1914 年，描绘了法国在盟友簇拥
下的胜利景象。但在画作即将完成的 1917 年，美国参战了。为
在画中加上美国人，创作者只得掩盖之前应有的场面，原画中
的中国劳工旅因此被完全涂掉。

纪录片还采访了一战华工的后代，英籍华人苏惠玲就是

其中一员。她的祖父一战期间在法国工作，战后本来计划从
法国搭船去美国，却阴差阳错在利物浦下了船，从此定居英
国，以开中餐馆、洗衣店为生。

苏惠玲告诉记者，祖父在她 8 岁那年去世，她从家人口
中得知祖父的很多故事。她说：“认可百年前华工的贡献，对
现在在英国生活的华人有重要意义。”

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在纪录片的简介里指出，一战结
束后，英国全国各地建立了 6 万多座纪念一战的纪念碑，其
中包括纪念动物和德国人的纪念碑，但却没有一座是纪念
一战华工的。为改变一战华工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英国华侨
华人发起了一场名为“确保我们铭记”的全国性运动，要在
英国为一战华工建立一座纪念碑，还他们一个公道。

这场立碑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英国首位华人市长陈德
梁对新华社记者说，正在筹资修建的纪念碑将建在伦敦东
部，设计成一座华表，基座四面刻有浮雕，分别是招募、运
输、工作和回国 4 个场景。按照设计，纪念碑高 9 . 6 米，每
米代表 1 万名一战期间来到英国的中国劳工。明年是一战
结束 100 周年，纪念碑预计明年 8 月建成。

陈德梁现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大伦敦红桥区的
代表，是“确保我们铭记”项目的副主席。“为一战华工立碑
不是哪几个人的事，也不是哪几个企业的事，而是全体华侨
华人的事。”陈德梁说。

英国主流电视台首次播出纪录片，肯定华工对一战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

一战华工终于迎来迟到百年的铭记

新华社纽约 11 月 12 日电(记者李铭、袁悦、王乃水)今年
58 岁的詹姆斯·威尔克森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莫嫩镇的挂车厂工
作了 30 多年。在这里，他经历了挂车行业的起起伏伏，也见证了
一家中国企业如何让这个美国中西部小镇重焕生机。

莫嫩镇位于印第安纳州西北部，距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
160 公里。提起莫嫩，附近的居民总会想起“废弃的铁轨”、“大片
大片的玉米地”和“挂车厂”。

作为曾经的区域交通枢纽，莫嫩镇在 19世纪中叶到 20世
纪 70 年代曾辉煌一时。同时兴起的还有小镇的挂车产业，在最
景气的年头，当地一家名为“HPA 莫嫩”的挂车公司雇用过 400
多个工人，足足占小镇人口的三分之一，维系着上百户家庭的生
计。

然而，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经济出现萧条，“HPA 莫
嫩”和千千万万的中西部企业一样，面临减产、裁员，最后不得不
在 2000 年彻底关停。

“没有了工作，很多人举家搬到了别的地方。后来两年多的
时间里，厂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威尔克森回忆道。

“直到中集公司来了。”他说。
2003 年夏天，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中集集团)来到小镇，收购了已经破产的“HPA 莫嫩”。在接下
来的几个月里，立志拓展海外市场的中集集团马不停蹄——— 恢
复电力、重设生产线，在当地招兵买马，成立了中集集团的美国
全资子公司——— 先锋挂车厂。

和其他 20 多个“HPA 莫嫩”的老员工一起，威尔克森成了
先锋挂车厂的一员。他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来自万里之外的中国
企业，让小镇的挂车产业起死回生了。

“开始先锋厂里有不到 40 个人，很快业务越做越好，订单越
来越多，现在我们又有了 400 多个工人。”威尔克森对记者说。

14 年过去了，先锋挂车厂从最初的小企业起步，如今产品
占有率排名全美第四，而威尔克森也从一名工人成了厂里生产
线的负责人。

挂车厂的繁荣让工人们重拾生活的希望，也给莫嫩镇带来
了久违的生机。据当地官员介绍，近些年来，先锋厂的年产值占
整个小镇年产值的八成以上。

“先锋厂对于莫嫩太重要了，这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在厂
里工作。先锋厂交的税，撑起了镇上的学校、医院这些最重要的
公共设施。”莫嫩所在的怀特县的经济发展部门主管兰迪·米切
尔说。

米切尔告诉记者，先锋厂的成功让他意识到，吸引来自中国
的投资对于怀特县的发展至关重要。今年，他第一次率团前往中
国，并与江苏省阜宁县签署了友好交流城市合作协议，拉开了与
中国更多互利合作的序幕。

在先锋挂车厂的首席执行官查理·马德看来，工厂的成功源
于中国企业对美国市场和当地文化的尊重。“这是中国投资的企
业，由美国人在运营。”

“中美双方优势互补，中国企业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区，这
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马德说。

莫嫩小镇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中国企业的到来。在当地
人引以为豪的火车博物馆餐厅里，代表小镇辉煌历史的火车模
型琳琅满目，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辆在餐厅上空来回穿梭
的小火车，车头后拉着一个白色的集装箱车模型，车身上刷的正
是“先锋”字样。

中企救活挂车厂

美小镇重焕生机

“爸！妈！你们在看我吧！”
当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 10 月 26 日通过了把每年 12 月

13 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 66 号动议后，动议提出者、
安大略省华裔女议员黄素梅起身发言，流着泪对着前方实况
直播的镜头说了这么一句话。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 80 周年，黄素梅现年 55 岁，正是在她
的带头推动下，加拿大安大略省成为西方首个通过设立“南京
大屠杀纪念日”动议的地方行政区。

泪洒现场，皆因来之不易

在动议投票前的辩论环节中，加拿大自由党、保守党和新
民主党的 11 名省议员均发表演讲，支持 66 号动议。议员们和
现场包括华裔、日裔等亚裔在内的近 200 名观众不时鼓掌欢
呼，以示支持。

动议通过后，年届古稀的加拿大知名日本裔女作家乔伊·
小川兴奋地对记者说：“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我希望加
拿大日裔、日本政府和日本人不要害怕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
史，承认过去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作为动议的提出者，黄素梅在议会辩论中动情发言，多次
泪洒现场。一向理性、淡定的她如此激动，皆因争取加拿大官
方认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这一路如此艰辛。

其实在推动 66 号动议前，黄素梅去年 12 月就提出了在
安省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 79 号议案。她是西方国家中
第一个提出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议案的政界人士。

议案与动议一字之差，法律效力却大有不同。在加拿大，
“议案”须经过省议会三读通过，再经省督签署才能生效，成为
法律。“动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但表明官方立场。

79 号议案的一读二读在安省议会均获一致通过，但直到

今年 10 月下旬都未能列入省议会三读程序，原因是日本右翼
势力害怕议案通过三读，“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成功立法，于是
采用游说、集会、舆论造势等各种手段，百般阻挠，一刻不休。
就在安省议会对动议投票和辩论当天，仍有几名蒙面人在议
会门前抗议。

根据安大略省议会法，如果今年底不举行三读，79 号议
案将自动失效。为此，黄素梅决定先争取省议会通过 66 号动
议，再继续争取通过 79 号议案。

66 号动议获通过，意味着今后每年，79 号议案都有机会
被纳入安省议会的讨论议程，且无需再经过一读二读，只要三
读通过，便有望成为法律。简而言之，66 号动议的通过，挽救了
79 号议案，让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立法进程仍可继续。

纪念不为“记恨”，而为警醒

黄素梅 1962 年生于香港，8 岁时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从

政前，她是大学护理学教授，还当过 5 年的多伦多市教育委
员会委员。

当教育委员期间，黄素梅发现，安大略省有 1300 多万
人口，包括近 300 万亚裔，但大多数人只知纳粹德国对犹太
人的大屠杀，对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滔天罪
行却一无所知。

黄素梅认为，官方和民间教育在这方面是有缺失
的。“安大略省和其他加拿大各省区教育系统，只关注欧
洲二战的惨痛历史，却忽视了亚洲的悲惨过去。欧洲人
的耻辱也是亚洲人的，亚洲人的耻辱也是欧洲人的，因
为我们都是人类。纪念南京大屠杀和犹太人大屠杀，不
是掀起仇恨，而是希望正视历史，确保这样的悲剧不再
重演。”

当选省议员后，黄素梅认为有责任警醒安省
人、尤其是安省的亚裔人直面历史，不能像她母亲
的姨妈那样被日军士兵强奸后，避而不谈，痛苦一
生。“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危害人类的
罪行，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人为惨剧，要通过教育警
醒人们。”

除了安大略省，马尼托巴省日前也二读通过了把每
年 12 月 13 日设为该省“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议案。提
出议案的新民主党菲律宾裔议员马塞利诺女士 11 月 10
日告诉新华社，因为日本方面阻挠，该议案无法如期进
入三读程序。她表示，新民主党会继续努力推动纪念日
立法。

这只是第一步。黄素梅等其他有识之士还有更远大的
追求：推动加拿大国会立法，使“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成为加
拿大国家纪念日，开西方国家之先河。

（海洋、李保东）新华社专特稿

她，推动安大略省通过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动议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华裔女议员黄素梅的带

头推动下，安大略省成为西方首个通过设立“南

京大屠杀纪念日”动议的地方行政区

黄素梅等其他有识之士还有更远大的追

求：推动加拿大国会立法，使“南京大屠杀纪念

日”成为加拿大国家纪念日，开西方国家之先河

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99 周年之际，

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 12 日晚播出纪录片《英国

被忘却的军队》。这是英国主流媒体首次制作纪

录片回顾这段历史，肯定华工对一战胜利作出

的重大贡献。当年，14 万中国劳工远赴重洋来到

欧洲战场协助英法军队，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

战场修建公路、战壕，维修铁路和坦克，甚至拆

除未引爆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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