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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12月 13日， 侵华日军攻
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
“南京大屠杀”惨案，使 30 万同胞惨遭
杀戮，成为中华民族的一次深重灾难。
我国将 12 月 13 日设定为国家公祭
日， 以告慰在南京大屠杀和一切日军
暴行中死亡的同胞。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 大肆烧
杀抢掠， 南京大屠杀是其无数暴行中
最集中、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一起惨
案。1937年 10月 15日下午，日军占领
邢台。 为了征服邢台人民，镇压人民的
反抗与不满， 日军滥施淫威， 烧杀抢
掠，疯狂杀戮。

1937年 10月 21日， 两名日兵窜
至邢东十多里的洛村一带肆意抢劫，
强奸妇女，愤怒的村民忍无可忍，将一
名日兵打死，另一名仓皇逃走。 次日，
日军出动骑兵，包围洛村，进行疯狂报
复。 他们将村里的 60多名无辜村民捆
绑羁押在一个院子里， 连续两天两夜
不准吃喝，进行残酷地折磨恐吓。 他们
欺骗其中一名外村货郎把仅有的两元
现洋交出后，不但不放他回家，反而手
起刀落，惨忍地砍掉他的脑袋。 接着又
连杀十几人。 面对被惊呆的人们，他们
竟开怀大笑。 强盗的暴行终于激起仇

恨的怒火。 人们不约而同，暗中相互解
开绳索，呐喊着与日军殊死搏斗。 然而
手无寸铁的人们终难敌手握刺刀钢枪
的强盗， 几十个铁血汉子相继倒在日
军的刀枪之下。 院内尸首相枕，血流成
泊。 接着，日军疯狂向人们开枪射击，
大院内村民除一对父子趁乱躲进炕洞
得以幸免外，均遭杀害。 而后，日军纵
火将遇难者尸体和全村房屋统统烧
毁。在这起惨案中，日军共杀害村民 66
人，烧毁房屋一百多间。 从此，洛村成
了没人敢居住的“无人村”。

1938年 4月 11日凌晨，太行山西
麓的沙河县左村、孔庄、峪里等村大雾
弥漫。 八百多名日本强盗突然向三个
村子袭来。 抗日区政府闻讯，立即带领
村民撤离转移。 但是仍有少部分人未
来得及逃走，被日寇包围。 日军架起机
枪，对企图突围逃走的人们疯狂扫射，
不少人即刻惨死在血泊中。 随后，日军
进村挨家挨户搜查抓人。 在左村，他们
把三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抓起来，逼问
他们说出八路军、老百姓藏在何处，遭
到老人们严辞拒绝， 于是把老人打得
死去活来， 最后日军将三个老人捆在
门板上， 架在熊熊燃烧的火堆上烧烤
致死。 峪里村的 62名躲在窑洞中的村

民被日军发现。 日寇先将两名妇女轮
奸后，用刺刀捅死。 又把 40多名老人、
儿童塞进窑洞中， 放火点燃， 统统烧
死。 但日军并不就此住手，又将三个村
未遭杀害的共计 254 名村民五花大
绑，集中在大沙河边。 这里四周布满岗
哨，架起机枪，数百名法西斯匪徒的刺
刀枪口对着人们的胸膛。 他们威逼人
们讲出八路军和群众转移的地方。 目
睹亲人被杀，房屋被焚，心中充满仇恨
烈火的人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
们纷纷向强盗们扑去， 用口咬、 用头
撞，进行殊死反抗……但是几分钟后，
所有村民统统倒在了强盗的刺刀和枪
口下。 日军经过一天的疯狂杀戮，终于
要走了。 但是临走之前还不忘将抓来
为其做饭、喂马、牵马、扛子弹箱的 40
多名青年农民统统绑在一棵老黄莲树
上，全部用刺刀挑死。 这起惨案，左村、
孔庄、 峪里三村共有 355 人被杀害，
4440间房屋被烧毁，被抢走的粮食、财
物难以计数。

1940年 2月 5日是农历腊月二十
八， 隆尧县北阎村已洋溢着浓浓的年
味儿。 农民杜丑子起五更推碾子磨面，
正在为过年包饺子做准备。 此时，突然
响起急骤的枪声。 杜丑子尚未弄明白
怎么回事就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在
磨道里。 原来，日伪军出动两千余人，
于凌晨 4 时突然包围了北阎村。 村民
们闻讯，纷纷扶老携幼向村外跑去，但
刚到街口， 就遭到鬼子机枪的疯狂扫
射。 几分钟后，村民 30 余人即惨死在
血泊中。 接着，日军发疯似的向各家各
户扑去， 所到之处烧杀抢奸， 不一而
足。 农民郝老现刚出门就被日军砍断
一支胳膊，昏死在地。 几个强盗闯进屋
里， 将其产后刚满月的妻子捆在椅子
上轮奸，而后惨忍地将其两腿撇开，撕
裂为两片， 连同其吃奶的婴儿一起扔
进屋外的火堆。 天亮了，日军将抓捕的
多名村民集中在大街上， 强迫他们跪
下， 竟当做活靶子瞄准射击， 不一会
儿，20多人即全被射杀。其他人本能地
四散奔逃，但也难逃鬼子的枪口，一个
个都被打死。 一个十多岁的小孩惊叫
着撒腿就跑，被鬼子抓住。 天真的孩子
像平时做了“坏”事向大人讨饶似的哭
着说：“俺不敢了，放俺回家吧！ ”但这
些人性尽失的强盗哪里懂得童心可

悯， 仍然毫不手软地将刺刀刺进孩子
的胸膛。 这次大屠杀从凌晨 4 点至 10
点，历时 6 个小时，杀死村民 123 人，
烧毁房屋 2000 间，原本欢度新年的村
民，转瞬间变成了堆堆尸首。

自 1941 年起， 日军调集大批军
力， 对太行根据地频繁“清乡”、“扫
荡”，每到一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
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和痛苦。 1942 年
5 月，日军出动万余兵力，对邢西抗日
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根据地在党
的领导下，遵照八路军总部指示，组织
各村实行空室清野， 带领群众转移。
敌人所到之处均人粮皆空， 十分恼
火，于是连续进行搜山。 5 月 30 日，日
军对大寨山进行搜查。 因汉奸告密，
使寨上、折户、内阳等 5 个村子的避难
群众暴露。 日军将群众集中在一起，先
把十几名妇女拉出来强奸， 随后将群
众押往山崖边，将一位老人推下悬崖。
接着将挣扎躲闪的人们，一个个摁倒，
抬起来扔下山崖。 于是，20多名老人、
妇女全被扔下悬崖，活活摔死。 然后，
日军又号叫着向 20多个孩子冲去。 可
怜的孩子们大一点的被刺刀挑下山
崖， 小一点的被提起双脚摔下悬崖，
他们连吃奶的婴儿也不放过。 他们唯
恐有的孩子还活着，又用石头、手榴
弹猛砸下去，将可能幸存的孩子们彻
底砸死、炸死。 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
激起人们的无比仇恨和殊死反抗，顿
时和敌人展开了一场悲壮的搏斗。 他
们有的同鬼子一起滚下山崖同归于
尽， 有的在搏斗中被鬼子的刺刀挑
死，有的因寡不敌众被抓走当了劳工，
生不如死。 在大寨山惨案中共有 42人
被杀害，20 人摔成重伤，19 人被抓了
劳工。

日军对邢台人民的血腥杀戮，何止
上述几起。 在那个逝去的岁月，邢襄大
地几乎处处记录着日寇惨绝人寰的累
累罪行，滔滔江河永远洗不掉邢台人民
刻骨铭心的仇恨。 在 12月 13日国家公
祭日这一庄严的时刻，让我们沉痛悼念
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和在日本帝国主
义侵华战争期间，邢台所有惨遭日本侵
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 让我们抚今追
昔，以史为鉴，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永不忘却 警示未来
练红宁

12 月 13 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首次以国家的名义向 77年前被日本鬼
子屠杀的南京人、 被侵略者屠戮的中国人致
哀。这既是一座城市的受难日，更是一个国家
的国耻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历史不能忘却：77
年前，在日寇的屠刀下，至少 30 万南京人惨
死，尸横遍野、河渠尽赤，在长江边、在花神
庙、在江东门、在仙鹤门、在下关、在汤山……
处处都是鬼子欠下的累累血债。 砍头、刺杀、
枪击、活埋、火烧等，更有惨无人道的“杀人竞
赛”，残忍至极。无数的冤魂漂浮在长江之上，
繁华的大都市变成了人间地狱。 那惨绝人寰
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成为
中华民族之耻、世界文明之耻。

每一次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那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一缕
缕白骨，同胞的劫难，鬼子的残暴，让人毛骨
悚然、心中泣血，一次次心灵的震憾，一次次
教育与洗礼。“古城的灾难”“破碎的城墙”，让
人欲哭无泪， 日本鬼子的暴行罄竹难书，“落
后就要挨打”的教训犹言在耳。

在我走过的许多地方， 都有鬼子的累累
血证。无论是呼伦贝尔海拉尔要塞、鸡西虎头
要塞、牡丹江东宁要塞，还是鹤岗万人坑、孙
吴日军 731罪证旧址等， 聆听着幸存者的控
诉， 字字是血， 句句是痛……那无恶不作的
“三光”政策，灭族灭种的生灵涂炭，中华大地
3500 万同胞的生命和希望横遭侵略者的刽
子手，无论是牙牙学语的孩童，还是两鬓斑白
的老者。

不管日本鬼子多么凶残，然而中国人民是
不可战胜的。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
把日本鬼子赶回了汪洋大海，之所以能取得这
场战争的胜利，全民抗战、人民战争是根本。

掩埋好同胞的尸体， 爬起来擦干眼泪继
续战斗，把抗战进行到底。正如国歌所唱：“我
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是中华民族的吼
声，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屈。

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和东北抗联陈列馆、
煤都鹤岗的赵尚志纪念馆、牡丹江八女投江群
雕和纪念馆前，不能不为赵尚志、赵一曼、杨靖
宇等人的英雄气概所动容。

1937 年 9 月 25 日， 八路军 115 师利用

平型关的险要地形， 成功伏击了日本侵华精
锐部队板垣师团， 取得了中国军队全面抗战
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
的神话， “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在八路
军军歌中唱响。左权将军的殉职，白求恩医生
的无私，狼牙山壮士的大义，百团大战的威震
敌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的神勇威猛，无
不显示中国人民的不可战胜。

从新四军指挥部到战斗遗址， 从纪念馆
博物馆到烈士陵园，大江南北处处历史遗迹，
座座历史丰碑。在最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新
四军以“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团结、铁的
意志、铁的作风、铁的精神”，绝处逢生，写下
许多抗敌传奇， 柳堡的故事和沙家浜的春天
更是书写军民团结抗敌的赞歌。放鞭炮、响军
号让茅山成为世界一绝。 江苏泗洪的朱家岗
烈士陵园里， 不仅有新四军 70多位烈士，也
有部分日军阵亡将兵的墓。 敌我共墓园体现
中华民族的仁义境界，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我也走近了打响第一枪的江桥、 全面抗
战开始的卢沟桥、血战日寇的台儿庄、八一三
抗战的上海吴淞口、滇西抗战中心的腾冲、南
京保卫战的紫金山雕堡和城墙……总之，全
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持久抗战，不屈不挠，用
血肉之躯筑成钢铁城墙，唱起“大刀向鬼子们
的头上砍去”的胜利凯歌。

2005 年，在参观抗战胜利展览时，一位
参加过抗战的老红军指着一架缴获的日军迫
击炮对我说，你看看多少年了，这炮的线膛，
依然如此光亮， 可见日本人能发动这样的战
争，科技实力是他们最大的支撑。“小米加步
枪”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我们要实现国盛
军强民富， 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同样需要科技
的支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勿忘国耻、居
安思危” 我们公祭死难者， 就是要记住这一
天，记历史告诉未来，珍惜幸福，团结起来，创
造更好的明天。 我们追求和平， 但不惧怕战
争。站在时代的制高点，面对新形势下的舆论
战、金融战、经济战、网络战，时刻喊出“勿忘
国耻、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凝聚起中华民
族的力量，筑成新的长城，同心协力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让中华民族的复兴早日到来。

(作者系南京人,独访长江长城长征运河
边关“五长”第一人)

故乡的高地
吉凤泽

记得小时候， 常常与小伙伴
到村外玩耍。 有一次，玩捉迷藏，
我和另一名小伙伴跑到村北的一
片沟壑纵横的高地， 发现身边净
是白骨，当时年龄小，不会多想，
只是觉得好奇。回到家，问父母是
怎么回事， 才知道那曾是打日本
鬼子时的战场， 很多不知名的八
路和群众死在那里。从此以后，每
逢经过此地，总是充满敬畏。

离开故乡已经 20多年了，但
每每想起这段往事， 总会在脑海
中涌现出一个画面， 就是那片荒
野上无人认领的白骨。有些悲哀，
有些伤痛，好像 70多年前抗日群
众被杀害的场景就在眼前。 有时
会想， 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
人呢， 为什么没有人为他们收尸
呢？那时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死于非命呢？ 为
他们痛悼的同时，更唤醒、激发了
那份为逝者不平的心声。

随着年龄增长， 渐渐意识到
“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蕴意。 有
时，徜徉于公园，漫步于海边，攀

越于高山， 觉得现在生活是多么
美好。 可每每想起故乡的那片高
地，就有一种沉重感，虽然那些无
名的死难者与自己并没有什么关
系，但那份民族情、国家意识就会
涌上心头， 那份发展的责任和使
命感就会急剧上升。

今天是首个“公祭日”，更加
让我想起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人
们。可以说，我们的近代史就是一
份充满屈辱和灾难的历史。 历
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忘记历史
就是背叛自己。 回顾历史，我
们应该更加警醒。 尽管我们的
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但世界并不是一片太平，
那份忧患意识依然令我们感
到凝重。

不忘逝者才能继往开来。 作
为当代青年， 要承担起民族复兴
的责任，要有一种崇高的情怀，不
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
更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
唯有此， 才能有大家共同美好的
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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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美画家李自健的油画《1937·南京大屠杀—屠·生·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