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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 7 时整，伴随着庄严
雄壮的进行曲，南京林业大学国旗护
卫队踢着整齐的正步，护送国旗来到
旗杆下。与此同时，1000 多公里外
的群山之上，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
布卡镇中心学校布卡小学里，五六年
级的小朋友们也肃立在国旗台前。

“升国旗、唱国歌！”南京林业大
学国旗护卫队队员董瑞文振臂一挥，
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布卡小学
的护旗手们也同时向五星红旗致队
礼。“这是我和同学们经历的第二个
国家公祭日。”董瑞文另一个身份是
布卡小学国旗班指导老师，“我们约
定，不论身在何地，这一天一定要面
向国旗庄严行礼。”

去年，董瑞文作为南林大第六届
研支团云南分团团长赴布卡小学支
教。去了没多久就赶上第六个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往这

一天大学里都是要举行升旗仪式
的。”于是，董瑞文想组织当地的孩子
们在这一天和南林大的哥哥姐姐一
起同唱国歌、同升国旗。他加班加点
赶制了一个PPT，面向全校同学上了
一堂公开课，讲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这段沉痛的历史，以及国家公祭
日的由来。“我们的国家在磨难中成
长、从磨难中奋起，在风霜雪雨中为
伟大复兴的梦想接续奋斗。同学们，
我们要好好学习、刻苦自励，努力成
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去年 12 月 13 日，布卡小学国旗
班 9 名队员身着仪仗队礼服，迈着
整齐的步伐走进操场，升旗的每一
个步骤他们都一丝不苟地完成。今
年，董瑞文服务期满返校攻读硕士
研究生，新一届南林大研支团团长
黄泽辉接过“接力棒”，组织布卡小
学的同学们继续在这一天和南林大
的哥哥姐姐一起举行升旗仪式，用
行动护卫和平。

本报记者 王 拓

相距一千公里，同升一面国旗

本报讯 12 月 13 日，歌剧电影
《拉贝日记》首映活动在南京举行，歌
剧《拉贝日记》作曲唐建平、导演侯克
明等出席了首映活动。影片将陆续
登陆全国院线。

歌剧电影《拉贝日记》由省广电
总台、省文投集团、省演艺集团联合
出品，作品取材于有“中国辛德勒”
之称的约翰·拉贝的真实故事，二战
期间，西门子公司驻南京首席代表
德国人约翰·拉贝以日记形式记录
了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对中国平民
的暴行，并利用当时德国与日本的

同盟关系，拯救了大批中国人的生
命。影片以国际化的语言，表达了
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突出超越国
籍和种族的人类大爱，彰显了伟大
的人道主义精神，呼吁人们勿忘历
史，珍爱和平。

电影拍摄采用“4K/50P”格式，
画面清晰度是高清分辨率的4倍，采
用多机位共 11 路讯道拍摄，呈现出
更加丰富的歌剧表演影像，在演员身
上、舞台台口、乐池、观众席隐蔽架设
76 只话筒，混合成沉浸式体验的环
绕立体声。 （王宏伟）

歌剧电影《拉贝日记》在宁首映

12 月 13 日，第七个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防空警报再次在
南京拉响。铭记历史、追思同胞，是
一种历史责任，也是一种前行力量。
连日来，江苏多所高校举行了多种形
式的公祭日主题纪念活动。

12日晚，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和
九龙湖校区的师生举办烛光祭活动，
师生们通过点亮蜡烛、诗歌诵读、献
花默哀、签名留言等形式祈祷逝者安
息、和平。在四牌楼校区，夜色寒风
下，盏盏烛灯围组成一只“和平鸽”，
寄托学子对同胞的深切哀思，对和平
的美好祈愿。

“今天的悼念，是为了更好地前
行。民族的苦难记忆需要代代铭记。
我们有幸生于一个和平的时代，一个
强盛的中国，但居安思危、守望和平是
永恒的一课。”东南大学党委组织部党
支部书记陆玲说，只有铭记历史，勿忘
国耻，方能更加珍爱和平、守望和平，
努力为圆梦中华不懈奋斗。

以“烛”寄哀思，成为不少高校青

年学子自发行为。南京财经大学外
国语学院的同学们齐聚仙林校区德
正楼三楼草坪前，手捧蜡烛，脸上贴
着国旗贴，庄严肃立，为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默哀。该校国际经贸学院
的同学们来到大学生活动中心门前，
将蜡烛摆成“南京”及“12·13”等字
样。寒风中，同学在烛光旁围成一
圈，低头静默哀悼。不少路过的同学
纷纷加入缅怀遇难同胞的烛光祭中，
闪动的火光在清冷的夜色中照亮了
同学们真挚的脸庞。“我们的祭奠，是
为了和平与正义长存。我们现在的
幸福生活离不开先辈们的艰苦奋斗，
追思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珍爱和平，珍
惜这美好的时光。”该校法语 2001 班
王智说。

以纪念“一二·九”运动 85 周年
和第七个国家公祭日为主题的“四
史”学习教育系列纪念活动在南京农
业大学举行。青年学生通过火炬接
力、秉烛默哀等方式，用青春之火点
亮信仰之光。在点点烛光摆放而成

的“12·13”字样前，同学们庄严伫立，
为革命先烈和 30 万遇难同胞默哀。
随后，同学们还将亲手制作的纸花贴
在了和平祈愿墙上，并齐诵《和平宣
言》，表达对和平生活的珍惜。

苏州大学博物馆宽阔而肃穆的
展厅内，高大的展板错落有致地陈设
着，黑白老照片向前来参观的师生们
无声诉说着一段意义重大的历史。
一幅幅审判现场图片、一段段翔实文
字，仿佛把师生们带回到那段血与火
的峥嵘岁月，深切感受到那场历史审
判的惊心动魄。苏州大学校园内，文
学院 90 名大一新生的《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课堂从教室搬到苏州大学博
物馆。文学院 2020 级学生郭桐宇表
示，作为新时代青年应该以史为鉴，
自强不息。

13 日上午 8 时，南京邮电大学联
合全国 66 所高校进行线上公祭，让
当代大学生在找寻所在城市当年抗
战史的遗迹或母校办学足迹的过程
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今年的在线公祭除原有
的宣誓环节外，还增加在线献蜡烛小
程序，通过扫码进入公祭平台，点击
蜡烛，进入中国地图界面，选择相关
抗战史的地点，通过今昔对比图，缅
怀历史，还可点击留言，发表公祭感
言，保存并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在扬州大学商学院的教室里，青
年学生亲手制作象征爱与和平的紫金
草徽章，一折一叠，纸质紫金草便在指
尖绽放，开得朴素顽强。学生胡培淇
叠得格外认真，她说：“我的外公是一
名光荣的退伍老兵，他常常提起那段
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所以我非常珍
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安稳生活。”

“历史不应该因为太沉重就被遗
忘。通过这次公祭活动，同学们不仅
了解了紫金草背后的故事，更加坚定
了铭记历史、振兴中华的决心，以及
永续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
心。”扬州大学商学院团委书记王成
春说。

本报记者 王 拓 王梦然 杨频萍

江苏多所高校举行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

凝聚前行力量，传递和平之声

本报讯 沉痛哀悼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抗日
航空英烈——12 月 13 日上午，“珍
爱和平 开创未来”2020年南京市各
界人士公祭抗日航空烈士仪式在南
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抗日航空烈
士纪念碑广场举行。

当天上午 10 时整，公祭仪式正
式开始，南京各界代表、烈士亲属代
表等胸佩小白花，全体肃立，齐唱国

歌。10：01警报拉响，全体人员默哀
一分钟。默哀结束后，南京审计大学
金审学院师生代表进行了发言，各界
代表依次向抗日航空烈士敬献鲜花。

当天，由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
事馆主办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纪念伟大卫国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 75 周年图片展》开展仪式
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举行。

（付 奇）

南京各界人士公祭抗日航空烈士

12 月 12 日晚，第七个国家公祭
日前夜，南京中山门前。

“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事态一
天比一天严重，在 12 月 13 日的早
晨⋯⋯”清冷夜色中，低沉的诵读声
缓缓响起。1946 年 1 月 14 日，南京
地方法院书记官陈光敬为《敌人罪行
照片集》写下的序言，将人们的思绪
拉回到83年前的至暗时刻。

这里是“12·12 和平之夜”诵读
接力活动现场。12 月 12 日晚至 13
日凌晨，7 位领读者代表和大学生志
愿者一起，在南京 7 个地标，用 7 小
时阅读接力迎来第七个国家公祭日。

此前于 12 月 6 日上线的“和平
之声云上共读”线上平台，7 名南京
市民代表倾情领读，以“金陵城殇”

“不屈抗争”“铭记历史”“警醒后人”
“祈愿和平”“发奋图强”“圆梦中华”
7 个部分为线索主题，邀请网友诵读

“接力”，为和平发声。
12 日晚的现场诵读活动以“金

陵城殇”篇章为序幕，地点选在中山
门。1937 年南京保卫战中，负责防
御此地的中国守军誓死不退，直至
12 月 12 日夜，守城部队接到撤退命
令后主动撤出。5 天后，日本侵略者

在这里举行所谓的“入城式”，也开启
了古城的浩劫与噩梦。

“不屈抗争”篇章的诵读地点选
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这里
铭刻着中、美、苏等国在空中联合抗
击日军的英勇事迹；“铭记历史”篇
章的诵读地点选择在了南京民间抗
日战争博物馆，5100 余件藏品、4 万
余册图书、1300 多份抗战亲历者手
印记录抗战历史；“警醒后人”篇章
的诵读地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汉中门丛葬地纪念碑前，
1937 年 12 月 15 日下午，日军将国
际安全区市民和已解除武装的军警
共 2000 余人押赴汉中门外残忍杀
害；“祈愿和平”篇章的诵读地点在
和平门，1937 年 12 月 13 日晨，日军
奥滕中队与中国守军 36 师官兵在
瓮城内外激烈争夺，名为“和平”的
城门被硝烟笼罩⋯⋯

当天共有 24 篇文章被诵读，包
括《魏特琳日记》等见证者目击记录
等。7 位领读者来自各行各业，有南
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吕晶，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三
届江苏省见义勇为模范、南京市道德
模范杨学涛等。 本报记者 陈月飞

南京7地举行7小时阅读活动

接力，阅读历史纪念同胞

特 写

本报讯 12 月 13 日晚，一部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
原创舞剧《记忆深处》在江苏大剧院
上演，与南京观众一起回望和铭记那
段“南京记忆”。

《记忆深处》由省演艺集团等出
品，从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探寻南京
大屠杀真相的角度切入，并以此为线
索贯穿始终，救护者（以拉贝和魏特琳
为代表）、幸存者（以李秀英等人为原
型）、侵华日军（以东史郎等人为原型）

等主要人物齐头并进，彼此独立又相
互印证，最后共同指向一个真相。

这部作品非常克制、冷静地艺术
再现了那段惨痛的历史，但在极度震
撼的90分钟里不少观众泪奔。中国
歌剧舞剧院首席舞者、90 后舞蹈演
员唐诗逸在剧中扮演张纯如，无声的
舞蹈，艺术地展现那些埋藏深处触及
灵魂的记忆。在满目疮痍地狱般的
日子里，依然有守望相助、舍身忘己、
坚韧勇敢的爱。 （陈 洁）

舞剧《记忆深处》回望“南京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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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望历史深处，以国家名义
祭奠同胞

国家公祭仪式现场，国旗下半旗。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医护人员等3000余
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默然肃立。

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奏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10点01分，公祭现
场拉响防空警报。同一时间，南京全城
警报响起，车船齐鸣，行人肃立默哀。
南京城的17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丛葬地同步举行了悼念仪式。

默哀毕，在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
《国家公祭献曲》旋律中，解放军仪仗
大队 16 名礼兵将 8 个花圈敬献于公
祭台上。

83 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
平宣言》，6 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
平大钟”。伴随着深沉悠远的钟声，
3000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对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无尽哀思和对世界
和平的向往坚守。

与往年相比，今年公祭仪式多了
“医护元素”，参与撞钟的医护代表、抗
疫英雄邱海波说，“这次参加公祭仪式
不仅体会到和平的重要性和生命的可
贵，也更加体会到作为医务人员在和
平环境下守好生命防线的重要性。”

朗诵《和平宣言》的 83 名中学生
来自南京市第一中学，其中高一（10）
班刘弈轩的亲人 1937 年 12 月在南
京被害。2005 年出生的刘弈轩，从
小听爷爷和爸爸讲述太爷爷在南京
大屠杀中的惨痛遭遇，这次参加朗诵
活动，加深了他对这段历史的了解，

“我生在和平年代，要珍惜这份来之
不易的生活。”

来参加公祭仪式的落合纯子是南
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日籍老师，她
告诉记者，6 年前她刚到南京时就参
观了纪念馆，当时心里受到很大冲击，
深切地感到和平的可贵，希望两国的
孩子们能有更多的交流，更好地维护
和平，也希望更多日本人能来南京看
看，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

命运与共，约翰·拉贝家族与
中国友谊常青

12 月 13 日下午 2 点半，《命运与
共——约翰·拉贝及家族与中国的友
谊》展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开展，展览分为“汉堡之
子·中国之缘”“留在南京·伸以援手”

“不忘拉贝·大爱永恒”3 部分，用 70
多幅图片和 40 多件展品，重温拉贝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与中国
人民命运与共的历史故事，见证拉贝
家族几代人与中国人民延续至今的
友谊。

“展览以‘拉贝之门’为入口，这是
拉贝故居办公楼大门的场景复制。”在
展览上回顾那段历史、重温这段人间
大爱，已是不惑之年的陈诗皓百感交
集，他的祖父陈文书是约翰·拉贝当年
的秘书，“83 年前，在这扇大门里，拉
贝戴着头盔，接听着电话，写着日记；
在这扇大门内，收容了前来避难的难
民。这是希望之门，这是生命之门！”

展览出口附近的一个荧幕上循
环播放着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
拉贝录制的视频。2020 年，一场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在 全 球 蔓
延，约翰·拉贝的后人托马斯·拉贝
拨来求助电话，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和国内多个部门、机构、企业立即行
动起来。很快，捐赠的指定药品、防
护 服、口 罩 等 医 疗 物 资 ，从 南 京 由

“专机+专车”接力送到家住德国海
德堡的托马斯·拉贝手上。雪中送
炭的举动让托马斯深受感动，他发
来视频感谢中国人民滴水之恩当涌
泉相报的情怀。

参加展览的 90 后媒体人余勤雍
说：“这是当下中国与拉贝家族友谊的
见证，体现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
中国情怀，再次证明只有构建更加广
泛的命运共同体，才能让拉贝的精神
得以延续，才能更好地应对人类面临
的危机和挑战，才能筑起保卫人类和
平与安全之屏障。”

点亮不灭“烛光”，那是人类
的爱和安宁

曾经深受苦难的城市，更懂得和
平的可贵。古城南京用自身的实际行
动，不断向世界传递着和平理念。

13 日下午 3 点，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外，众多市民驻
足留影；纪念馆内，“世界和平法会”在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前进行。

与此同时，在日本东京、京都、长崎，
也同步举办了和平法会。中日人民共同
镌刻和筑牢这段历史的记忆，向两国乃
至世界发出和传递和平的声音。“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中国人经受的历
史，也是人类的历史记忆。我们将学习
历史，倾听死难者无声的话语，不允许
再次发生同样的惨剧，为建设和平社会
而不懈努力。”致力于传播历史真相30
余年的日本僧侣山内小夜子说。

烛光莹莹，哀思沉沉。连续多年
的“烛光祭·国际和平集会”是人们在
这个特殊日子里的最后一个仪式表
达，与往年不同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期间留守南京的中国医护的后人
与江苏援湖北医疗队代表也参加了当
晚的烛光祭活动。

“那段悲痛的历史，需要一代一代传
承，其中的痛感尤其不该被遗忘。今
天，珍爱和平已成为世界共识，愿这穿破
黑暗的烛火光辉，能告慰83年前惨遭侵
华日军屠杀的同胞，让世界看到来自今
日南京的和平之光。”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德国人尼克是第二年参加烛光祭
活动，他曾与同事常晅一起翻译了原
创歌剧《拉贝日记》的德语版本。尼克
说，“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人们都来
悼念死难者、祈愿世界和平，从他们眼
神中，我看到了所有人对和平的渴望，
我也将会继续向西方世界讲述那段历
史，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本报记者 孙 庆 付岩岩 朱 娜 陈 澄

上图：烛光祭现场。
下图（左、中）：鲜花寄哀思。

下图（右）：重温拉贝家族的故事。
本报记者 万程鹏 余 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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