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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芳

几乎每年的 12 月，鲁照宁都会从美国飞回家
乡南京，随行的行李中，衣物不多，塞满了他一年
来搜集、竞拍、整理的跟南京相关的抗战“记忆”。
13 年来，他陆续无偿捐献了各类与南京大屠杀相
关的文物史料 2000 余件，其中 164 件被评为国家
珍贵文物，60 余件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不容青史尽成灰，冥冥之中有天意。令鲁照宁
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对这段历史的了解逐步深入，
鲁家人与抗战之间剪不断的前尘往事一个个浮出
水面。

最铁杆的“搜证人”

“他的眼光非常好，很多东西都

是极为罕见的一手史料，填补了纪念

馆馆藏文物中欧美等西方国家有关

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空白，为浩劫的存

在给出了不可辩驳的第三方铁证”

“这是一本 1937 年 12 月美国发行的《亚洲》
(ASIA)杂志，里面刊登了日军轰炸南京时，中国
军队用高射机枪反击并击落日本飞机的照片，同
时在这本杂志里还有抗战时期中国飞行员在美国
接受培训的照片。

“这是 1938 年美国发行的 11 张反战宣传卡
片，目的是为了让民众了解战争的黑暗，宣传和
平，其中一张编号为 223 的卡片上讲述了中国飞
机远渡日本，进行人道远征(Chinese Bombers
Drop Leaflets on Japan)的故事。

“这一件是 DC-2 飞机模型。”
……
今年 12 月 5 日，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内的史料捐赠仪式上，个子不高的鲁照宁被媒体
层层叠叠包围着，一件件介绍他这次带来捐赠的
100 余件文物史料。

他的好友，也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的副馆长王伟民，在参加仪式的空档发
了一条“朋友圈”：

1937 年 12 月 5 日的《拉贝日记》中记录：从
7：30 ，空袭警报一个接一个，停泊在船坞的“塔克
沃号”(怡和洋行)和“大同号”(太古洋行)两艘轮船
遭到了轰炸，浦口铁路设施遭到轰炸…… 80 年后
的这一天，美籍华人鲁照宁携父母又一次从美国
飞到南京捐赠文物。与善同行、心存至善，历史会
记住他。

王伟民和鲁照宁已相识 13 年，“他一直是南
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最铁杆的搜证人。”王伟民说。

鲁照宁有个口头禅，“我给你看样东西”。王
伟民第一次在纪念馆接待鲁照宁是 2004 年。当
时鲁照宁慕名而来，先是捐赠了两本英文版南京
大屠杀的书籍。后来就每年都来，每次都带很多
他在网上竞拍和搜集到的史料，比如 1937 年 12
月 13 日美国媒体刊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的原
版报纸等。

“他的眼光非常好，很多东西都是极为罕见的
一手史料，填补了纪念馆馆藏文物中欧美等西方
国家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空白，为浩劫的存在
给出了不可辩驳的第三方铁证。”

在纪念馆的史料展陈中，有张“头颅抽烟照”
常常吸引参观者驻足，它记录的是一个中国男子
的头颅被挂在了铁丝网上，额头上依稀可见斑斑
血迹，嘴中却被恶作剧般地塞进一支香烟。

这张图片正是 2007 年鲁照宁从美国 1938
年 1 月 10 日发行的《生活》杂志中搜集来的，如
今已经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著名照片。而在今年
7 月 6 日的一次捐赠仪式上，鲁照宁又捐赠了这
张图片的原版照片，系刚刚从一位比利时藏家手
中拍得。

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
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利济巷慰安妇纪念馆……越来越多的抗战主题的
展览中，都能觅到鲁照宁捐赠的踪迹。

实物史料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哪怕只是一张
地图、一条丝巾，甚至一枚小小的邮票，也是活生
生的历史。

例如，一套美国国会所藏的日本在环太平洋
各地投降的原版胶片，由美国城堡影片公司 1945
年发行。还有一套 1945 年 9 月 9 日受降仪式的
邮票，拼成“V”胜利的姿势，上面盖了当时的邮

戳。“这就是历史的见证，中国人胜利了，人类胜
利了。”鲁照宁说。

在历年捐献的 2000 多件文物中，鲁照宁最珍
爱的永远是最近搜罗到的“心头好”。

“这套是我刚拍到的，上海《中国周刊》发行的
日本侵华日记半年期刊，五本合订本。从 1937/7/
7 至 1939/12/31 ，记载了日军侵华每一天的实
录。我看到这个标出来的时候，因为截止日期是午
夜，但我又太想要，于是就出了封顶价再去睡觉。
醒过来打开电脑看到拍到手了，特别高兴。”

离开南京时，他不知道“南京大屠杀”

有人很关心，十几年来收藏究竟

花了多少钱？鲁照宁说自己“从来不

算账”。“这是一笔他不愿意算的账，

怕一心疼就坚持不下去了。”鲁照宁

的父亲鲁振国说

尽管如今频繁造访家乡，但在 1980 年跟随父
母离开南京移民美国时，鲁照宁对生活了不到 16
年的这座城市知之甚少。

到了美国，每年到了抗战胜利日，华文报纸总
会刊登一些专辑纪念，在这些纪念文章中，“南京”
“南京大屠杀”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两个词。

“距离上隔得远了，心理上反而拉近了许
多。每次看到南京两个字，我总是不由自主地
会多看两眼。”鲁照宁说。

1997 年，一位美籍华人张纯如的作品《南京
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火遍了美国。这本书
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十几周，在全世界
造成轰动，先后再版了 15 次，印量达 50 万册，首
次让西方国家全面了解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屠
杀真相。

这本书对浩劫大量史实的铺陈与细节描
述，让鲁照宁重新审视起自己的家乡——— 南
京。他没有想到家乡的灾难如此深重，更没有
想到日本竟然一直在否认南京大屠杀。

2002 年，他第一次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中一张张史料照片
和万人坑中的白骨，给他带来了难以言表的
悲痛与耻辱，那天晚上，他彻夜难眠。

“我很愤怒，很震惊，很痛苦，也很悲观。我
能做些什么？我过去热爱收藏航模，从那时开始
有意识地搜集南京大屠杀方面的资料，想要证
明这个惨剧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搜集了不少
之后，就开始想要捐赠出去。”

2002 年那次参观后，鲁照宁回到美国就正
式开始了他的搜集工作，他几乎每天要花一定
的时间泡在网上，一次次尝试用不同的关键词
来筛选有价值的文物史料，然后通过竞拍竞价
购买。

少则一年一趟，多则一年三趟。从那时开
始，鲁照宁不断地往返中美之间，满箱子来，空
箱子走。

很多人对鲁照宁的工作不理解，既不是专
业的历史工作者，为何纠结于历史？

“因为我是南京人，我有一颗心。”旅居海外
多年，中文已经讲得不太溜的鲁照宁用很短的
一句话解释。

还有人很关心，十几年来究竟花了多少钱？
鲁照宁说自己“从来不算账”。

那最贵的是贵到什么程度？鲁照宁用“天
价”作答。记者问遍了鲁照宁的亲戚朋友，都没
有找到答案。

“这是一笔他不愿意算的账，怕一心疼就坚
持不下去了。”鲁照宁的父亲鲁振国说。

鲁照宁一直在美国纽约的一家电力公司任
项目督查，天生乐观外向的他朋友很多。说起收
藏，他以前最爱的是各种飞机，靠着性格中那种
总要“做到极致”的拼劲，他曾被美国华文杂志

《世界周刊》报道：《超级飞机迷——— 鲁照宁》。但
自从爱上历史，他削减了个人爱好。用他自己的
话说，“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
上”。

回忆起儿子这些年的作为，鲁振国与老伴
经历了反对——— 无语——— 默认——— 支持。

“他付出了很多，除了上班就是到处找文
物，拍文物，经常为了没盯住错失一个东西就耿
耿于怀，睡眠也很少。作为父亲，我一直劝他不

要再继续了，或者少做一些。但他从来也不反
驳，因为我的话没有错，但是他一直没变。我也
慢慢就不再讲了，我不讲就是支持。”

除了收藏，鲁照宁还是美国红十字会应急
救援志愿者。鲁照宁说，他微信的“签名”其实也
是他的座右铭：The best never rests. When
he r e s t s ， he w i l l R . I . P . (Re s t i n
peace)，意为：一个优秀的人是不会停下来的，
当他停下来的时候，他已经长眠。

他甚至为自己退休后的“奉献”也做好了规
划：“我应该会回国待更长的时间，当一名抗战
博物馆的志愿服务者，讲解、研究什么都可以
做。”

纵使青史成灰，你用名字刻下不朽

1940年10月29日，鲁美音所

在的民航客机在云南一带遭到日

本战机袭击。机长紧急迫降，鲁美

音最后一个离开机舱，本有机会逃

生，突听见婴儿啼哭，她不顾危险

折回去救人，不幸被日机扫射中弹

身亡，年仅 26 岁，且怀有身孕

在舆论叙事中，这位美籍华人所有付出与
执着，都源于对家乡对国家血浓于水的深情，源
于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正义感。

但鲜为人知的是，随着对历史的了解，原
本自认为与“历史”毫无关系的鲁照宁，却从
中打捞出越来越多的家族过往。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位于南京市紫
金山北麓，1932 年原国民政府为安葬 170 余
名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中国和援华的
苏联、美国、韩国航空人员，修建了该处烈士公
墓。如今，该馆已列入了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
设施、遗址名录，用于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中、美、苏等国空军在中国大地上联合抗击
侵华日军的英勇历史。

2015 年，已经 51 岁的鲁照宁第一次来到这
个地方，并且在墙上找到了姑奶奶的姓名——— 鲁
美音，是 4296 名中外抗日航空英烈中唯一一位
女烈士。

“我父亲之前回国探亲的时候来了一次纪念
馆，拍下了一个叫‘鲁美音’的名字传给我看，说这
很可能是你的姑奶奶。”至此，鲁照宁从此才知道
了家族中那个发生空难的空姐，竟然是抗日英
烈。

据考证，鲁美音 1914 年出生在南京，曾就读
于南京金陵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护
士科。1940 年成为中国航空公司的一名女空乘
员。

1940 年 10 月 29 日，鲁美音所在的民航客机
从重庆飞往昆明，在云南一带遭到日本战机袭
击。机长肯特紧急迫降，日机追着逃生者扫射。鲁
美音最后一个离开机舱，本有机会逃生，突然听
见婴儿啼哭，她不顾危险折回去救人，不幸被日
机扫射中弹身亡，年仅 26 岁，而且怀有身孕。

鲁振国的记忆深处，还有小时候曾被家人提
起过的小姑妈。他读过一本为纪念小姑妈鲁美音
出版的文集《空游》。杂志社的编辑在悼念鲁美音
的文章中称：“鲁美音女士的意外殉难，是一个无
法补偿的损失。”

鲁美音的父亲鲁士清在《忆亡女美音》一文
中说：“为人而死，重于泰山，为己而死，轻于鸿毛。
余女美音之死，虽不重于泰山，总算死得其所了。”

“我在出国之前，大约是 1956 年来过这个烈
士墓，当时荒无人烟，整个山头上只有我跟陪我
来的同学。前几年我再来的时候，就有了纪念馆，
很多人参观，还找到了小姑妈的名字。我拍了照
片发给鲁照宁和我姐姐，很感慨，虽然她牺牲了
遇难了，祖国没忘记她，仍然还在纪念她。”鲁振国
说。

纪念馆工作人员程薇薇说，2015 年鲁照宁
的到来让这段历史更加清晰地浮出水面。“纪念
馆先有墓后有碑，名录都是后来航协和史料研究
者一点点整理出来的，难免有疏漏。家人补充的
这些历史细节让这段历史变得更加完整和鲜活
了。”

更令纪念馆感到惊喜的是，鲁照宁从 2015
年了解姑奶奶的故事后，围绕鲁美音的一切也就
成为他新的史料搜集目标。陈纳德信封、援华美
军的徽章、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逃生丝巾地
图、《美国陆军航空队必备手册》……

“他一次捐赠就捐了 100 多件跟抗日航空烈士
相关的文物，其中有一件 DC-2 飞机模型，就是仿
照鲁美音牺牲时所乘的飞机制作。”纪念馆副馆长
武齐全说，馆方将对此次捐赠的藏品做进一步的
考证和史料挖掘，并在今后的陈列展览中逐一公
开展示。

原以为只是国史，没想到也是家史

在漫长的日本侵华期间，鲁振

国的父亲、二叔、祖母、大姑妈、小

姑妈、三叔叔的儿子先后死于日军

之手。家里的房子都被烧了拆了，

家破人亡

一层窗户纸捅破之后，越来越多的光透了进
来。当父亲开始“默许”儿子对历史的执着，也将
越来越多尘封记忆中的家族往事讲了出来。

“1937 年沦陷前，我们一家父母、外婆、兄
弟姐妹一共 9 口人逃难到了溧水，经历了溧水
大轰炸。大火烧了 3 天 3 夜，但是没有人敢去救
火。日本兵到处烧杀掳掠，所有能抢的东西都被
抢光了，连狗都被拖走当了军需。我父亲鲁葆如
被日本人抓了当挑夫，因为力气小身体弱，沿着
窄窄的田埂运送物资时数次摔倒，滑进泥水里，
就挨了当兵的一脚让他滚回家，幸运逃过一
劫。”

鲁振国说，他自己出生于 1937 年 12 月，逃
难时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但也差点死于战争。
“我那时太小，听见枪声炮声就会哭，很多乡亲怕
引来日本人，就警告我父母要把我丢到粪池里淹
死，外婆很坚定，保护了我，我才活了下来。”

近年来的史学研究表明，溧水大轰炸，正是
侵华日军攻打南京的前奏。从目前掌握的档案来
看，1937 年 11 月 29 日下午，溧水遭遇了三轮轰
炸，分别发生于 14时、14时 7 分和 14时 15 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记载，轰炸
持续达一个半小时左右，事后，约有十二三人参
加了义务掩埋工作，共掩埋无主尸体 786 具，认
定运走的尸体约 200 具，埋在废墟中、尸体粉碎、
烧毁不可辨认者难以计数。

轰炸中的鲁家人活了下来，但在漫长的日本
侵华期间，鲁振国的父亲、二叔、祖母、大姑妈、小
姑妈、三叔叔的儿子先后死于日军之手。家里的
房子都被烧了拆了，家破人亡。

“整个南京，全中国，因为这场战争家破人亡
的人太多太多了。”鲁振国伤感地说。

“哭墙”上二叔鲁葆寅的名字，英烈墙上姑奶
奶鲁美音的名字，父亲鲁振国记忆中的南京沦
陷……鲁照宁说，没想到自己所执着付出的事
业，原来与家族有着这样深刻的牵绊。“原以为这
是国史，没想到竟然是家史。我跟这段历史有
缘。”

从 1937 年到 2017 年，80 年过去了。今年这
个年份对鲁家人来说不同寻常，鲁照宁带着父亲
鲁振国和母亲王素英一起回到了南京，先去祭拜
了姑奶奶，又去“哭墙”前献上了一束鲜花。12 月
13 日，父子俩将第一次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共同捐赠史料。

搜证南京大屠杀：“以为是国史，原来也是家史”
“搜证人”鲁照宁 13 年无偿捐赠南京大屠杀文物史料 2000 余件

▲ 2016 年 5 月 12 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鲁照宁在整理捐赠的史料。 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鲁照宁的姑奶奶鲁美音，是 4296 名中外
抗日航空英烈中唯一一位女烈士。受访者供图

在舆论叙事中 ，美籍华

人鲁照宁所有付出与执着 ，

都源于对家乡对国家血浓于

水的深情 ，源于维护南京大

屠杀史实的正义感。

但鲜为人知的是 ，随着

对历史的了解 ，原本自认为

与“历 史”毫 无 关 系 的 鲁 照

宁 ，却从中打捞出越来越多

的家族过往

▲ 12 月 5 日，鲁照宁的父母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英烈墙上寻找“鲁美音”的
姓名。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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