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月十五日
基因

� � 八月十五日是一个
很特别的日子， 不知道
还有多少人记得。

70 年前的今天，也
就 是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天皇发表投降
诏书， 宣布 330 万日军
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中国以付出 3500 多万
生命的惨烈代价， 赢得
了 8 年抗战的胜利，从
此结束了中国近代屈辱
的历史。

2012 年的 8 月 15
日， 日本举行大型悼念
活动，追悼二战亡灵。 日
本内阁三名议员， 参拜
供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
的 14 名日本甲级战犯
2000 多名乙、 丙级战犯
的靖国神社。 香港保钓
船，只身前往钓鱼岛，日
方船只曾先后多次撞向
保钓船头，船身毁烂，方
向盘也损毁。 在电脑导
航下，保钓船得以靠岸，
并且搁浅， 部分船员登
上沙滩， 宣示主权。 随
即， 保钓人士被日方人
员所控制， 五星红旗被
抢夺。 结局怎样演变，一
如我们想像的那样，毫
无悬念。 按一般惯例，我
们外交部总是要做一番
声明或者是抗议。 最后
交涉的结果， 就是日方
释放保钓人士， 皆大欢
喜。

香港人还记得八月
十五日这一天，他们历经
千难万险，冒着付出生命
的代价，义无反顾地登上
钓鱼岛。 2013年，日本政
坛更加右倾化。“出云”
号航母借尸还魂，“修宪”
正在稳步开展。 就像那
座有名的火山富士山一
样， 日本军国主义在沉
寂多年后，复活了。

从什么时候起，我
们就在开始自觉不自觉
地淡化过去的那段历
史， 甚至对钓鱼岛这样
固有的领土也要“搁置
争议，共同开发。 ”中小
学课本里， 再也找不到
《鸡毛信》、《小英雄雨来
的故事》、《狼牙山五壮
士》 等这些反映抗日战
争题材的文章了， 据说
是为了“面向未来”。 于
是， 孩子们知道日本的
工业很发达， 国民经济
列于世界前列。 日本有
著名的富士山， 樱花很
美。 日本的电器、汽车，
质量很好， 还有日本的
和服、 榻榻米、 生鱼片
……

诚然， 我们早就医
治好战争的创伤， 我们
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安
逸。 诚然，我们不应该永
远活在仇恨里。 诚然，我
们要社会稳定， 我们要
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使
老百姓活得幸福、 有尊
严。 但是，日本从来没有
忘记他们战败。 越来越
强大的自卫队， 不断更
新武器装备， 常态化的
军事演习， 都足以说明
问题。 一个对失败耿耿
于怀的民族， 是特别可
怕的民族。

越王勾践的故事，
想来大家不会忘记。

在领土争端中，韩
国元首李明博理直气壮
地登上竹岛（独岛），俄
罗斯国家元首梅德韦杰
夫从容地登上北方四
岛，他们都不惧怕战争。
就连积贫积弱的菲律宾
阿基诺三世， 也敢在领
土问题上跟大国叫板，
毫不退缩。 关键时刻，他
们敢于亮剑，敢作敢为，

令人敬仰。
这使我想起了国民

时期， 对于日本人的步
步紧逼， 蒋介石集团是
步步退缩， 动辄就把解
决问题寄希望于当时的
国联， 寄希望于日本人
的良心发现。 九一八事
变，东北沦陷，仍未使国
民政府清醒， 还是委曲
求全。 结果，日本人悍然
发动了七七事变， 吞并
平津，占领华北。 退无可
退之下， 还是不得不反
抗。 国民党政府因此而
丧失了民心， 注定在国
共之争中，节节溃败，最
后无奈退守台湾， 苟延
残喘。

作为老百姓， 谁不
愿意国泰民安， 过无忧
无虑的幸福日子？ 作为
国民， 很少有人不爱自
己的国家， 我们希望我
们民族的尊严不被践
踏。

建国之初， 满目疮
痍，百废待兴，我们的国
力是那样的弱小， 当美
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
战争， 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以大无畏的勇气
和决心，毅然派出志愿军
抗击侵略者。 全国人民，
万众一心，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终于让不
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
止步于“三八线”。尽管
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但我们维护了中华
民族的尊严，换来了几
十年的和平环境。从老
百姓的角度看， 值！ 现
在， 我们有了强盛的国
力， 有了现代化的军队，
应该能更好地维护领土
的完整。

古人云：好战者亡。
但古人又云：忘战必危。

炎黄子孙，请记住，
有一个日子叫八月十五
日。

这一天无法忘记
华益文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军国
主义的殖民侵略战争以失败告终。 但 70 年过去了，日本
军国主义的阴魂依然没有散去，借着日本右倾化趋势，弥
漫在日本政坛和社会，越来越成为影响地区和平、稳定与
繁荣的严重消极因素。这是 70 年前欢呼二战胜利的人们
所始料未及的。

8 月 15 日这一天，本应该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反思
侵略历史、誓言永不走回头路的日子。 但这一天，总有一
批日本政客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 14 名甲级战犯的靖
国神社，总有一批日本右翼分子身着旧日“皇军”军装或
高呼军国主义口号，在靖国神社前上演一出出丑剧。

这一天，在战后日本被定为带有中性含义、模棱两可
的“终战纪念日”。在所谓的“终战日”，日本官方往往举行
一些仪式对外宣示“日本不再走向战争”的和平之意，有
时也表达对日本侵略受害国人民的“歉意”。 但日方在靖
国神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以及对日本政要“拜鬼”的各种
辩解，却宣告了日方所谓已经向中国等国人民“道歉”和
“谢罪”的说辞是多么的虚伪和苍白。

这一天，本应该是日方按照“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
精神，审视和处理日本对外关系的契机。但日本一些政客
和政治势力却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日本的历史责任问题已
经解决，实质上是否认日本对外侵略，甚至美化日本对外
战争。 这一天，来自日本官方的“谢罪”之声越来越弱，相
反，“拜鬼”之风却越来越盛。

同样是二战策源地和战败国， 德国在战后能够以真
诚、清晰、彻底的态度对待历史，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访
问波兰时双膝下跪于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镜头换来
了国际舆论的理解与赞赏。日本一些政客在 8 月 15 日这
一天跪拜的却是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和日本军国主义者
的阴魂。 70 年过去了，德国这面锃亮的镜子照出了日本
一些政治势力和政客不敢正视历史责任、臆想成为“正常
国家”的懦弱与狂妄。

70 年前，中国人民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对于 8 月 15 日，中国人民有着胜利
的回忆。从此，一个百年来屡遭列强蹂躏的民族摆脱了被
外来强权奴役的历史。 从此， 中华民族加快走向追求统
一、和平、发展的道路。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综
合国力对比发生了逆转，这得益于我们的知耻而后勇。我
们要警惕日本右倾化趋势带给我国的安全威胁， 但更有
信心以实力和道义的优势面对来自日本的各种挑战甚至
挑衅。

我们回头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行。中国在铭记历史
中成长，世界在铭记历史中发展。 相反，那些死抱着错误
历史观不放的日本政客们，只会让日本迷失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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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国，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
悦，他们热烈地欢迎 8 年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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