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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电（记者陈晨 姜辰蓉）
今天的延安市场沟，高楼林立，车水马
龙。行人往来平静，步履匆匆。每当路过
这里，92 岁的徐金山老人总是习惯停下
脚步，追忆往昔。据他回忆，70年前，当日
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这
里曾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

1945 年 8 月 15 日，新华社综合路透
社等多个消息来源播出急电，发布了日
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当时的印刷设备和交通条件落后，
先得到消息的人从一个山头奔向另一个
山头，传递胜利的喜悦。消息传开，延安
城沸腾了！”长期研究抗战史的延安大学
中共党史研究院院长高尚斌说。

徐金山当时在位于延安郊区桥儿沟
的行知中学任职。他回忆说，15日夜里九
点多，通讯员打着铃，从前沟跑到后沟，
逐个窑洞通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已经睡
下的师生们立刻起身，把不穿的旧衣服
缠在树枝上点起火把，他们激动地涌到
延安城内，汇入欢乐的人海。

老人回忆，当时，干部、群众、战士、
学生们都自发涌上街头，扭秧歌、敲锣
鼓，火把汇成的火龙，把夏夜里的延安变
成不夜城。“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
了！”欢呼声此起彼伏。大街小巷满是胜
利的标语，河谷山川尽是鞭炮的声浪。

直到深夜，徐金山和同伴才回到桥
儿沟，又和鲁艺的师生们一起，集中在
大礼堂内载歌载舞，直到天明。

高尚斌说，是夜，延安城灯火彻夜
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驻延安的美
军观察组也加入进来。朱德总司令在王
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在
延安的国际友人，庆祝中国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

8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刊登
的一篇特写，记录了前夜延安军民欢庆
胜利时的诸多细节：蜂拥来去的人群
中，有一位住着拐杖的荣誉军人被群众
拥戴着，他十分感动而吃力地说，“八
年啦，我的血没有白流！”一个卖瓜果
的小贩，把筐子里的桃梨，一枚一枚地
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
请大家自由吃呀！”……

事实上，早在几天前，延安就已经
出现了庆祝抗战胜利的第一次高潮。

8月10日晚，新华社的报务员突然
收到了路透社、合众社有关日本向美、
中、英、苏发出乞降照会的电讯。“消
息传开后，人们互相传递火把，从各个
山上涌到城里，文化沟、市场沟挤满了
人。大家敲锣打鼓，扭秧歌、喊口号，
又唱又跳，相互拥抱，尽情抒发心中的
情感。”高尚斌说。

10日晚，诗人艾青也在庆祝的人群
中。他连夜写下 《人民的狂欢节》 一
诗，盛赞延安全城在“迎接欢乐，款待
欢 乐 ， 欢 乐 是 今 天 夜 晚 最 高 贵 的 客
人。”直至今日，从诗人的笔触中，仍
能读出当年延安城处处欢庆的热潮：

“笑呀！叫呀！
奔呀！跳呀！
舞蹈呀！拥抱呀！
没有人能抑住自己的感情！
人人的心都像火把一样燃烧！
……
这是伟大的狂欢节！”
在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后，9月5日

下午，延安各界2万余人在南关大操场举
行庆祝大会，朱德、林伯渠等出席。朱德
发表讲话，强调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依靠
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
同盟国的帮助取得的。“会场锣鼓喧天，
彩旗飘舞，人们高呼‘抗日战争胜利万
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和平民主’
的口号，气氛十分热烈。”高尚斌说。

70 年过后，当时欢乐的中心市场
沟，宽阔的隧道取代了战时为躲避日军
轰炸开凿的山洞。不远处，曾经欢庆胜利
的操场与荒滩上，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人们行走其间，早已习惯了平静与安宁。

“和平来之不易，今人更当珍惜。”徐金山
说。

岁月远去，回声悠扬。70年前的8月
15日，发生在延安的一切，已成为历史的
记录，将被永远铭记。

庆祝抗战胜利时的延安：
这里曾化作欢乐的海洋

新华社上海电 （黄安琪 周文其 涂莹）
“上海工厂内迁的时候，许多人抛妻别子，一
如奔赴疆场的战士，有的还献出生命。”大迁
移参加者张帆回忆说，“敌机扫射，船破人伤
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者的
炮火就逼近了上海，妄想迅速摧毁长江三角洲
这个经济中心，从而达到控制经济命脉的目的。

为了保存经济实力，生产抗战的军需物
资，并开拓和发展大后方工业，东南沿海的爱
国实业家、工商业者和科学家纷纷集议，计划
举厂内迁。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管迁移上海及沿海
各地工厂的工作，对迁移地点、办法、运费及
生活费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并在苏州、镇江和

武汉等地设立办事处，协助中途转运工作。
经过各界各方同心协力，第一批内迁工厂

顺昌、新民、上海机器厂和合作五金厂等4家
厂的机件，经苏州河运出。随后，又有一些工
厂和著名商业公司经苏州河陆续迁移。上海失
陷后，各厂迁移不断地改道易地，长途辗转，
突破敌人封锁，途中历经艰辛。

“当时军运频繁，民运十分艰难。1937年
10月26日闸北失守后，苏州河被敌军截断，只
有南黄浦一条通路。11月5日敌军在杭州湾登
陆，松江河道又受到威胁，只能托外轮运至南
通州，再设法运武汉。”张帆说，沿途遇到敌
机追踪扫射，往往船破人伤。

10月间，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工作结
束，工厂迁移的重心移到了武汉。在武汉，刚

迁来的工厂一面寻找场地复工，及时赶制枪炮
弹药和被服积极支援前线；一面还在从长计
议，准备继续内迁。1938年6月29日，日寇逼
近马当防线，武汉各厂又开始再拆再迁。

在上海工厂内迁的同时，沿海各地工厂的
迁移工作也在积极进行。1938年春，我国北方
最大的一家纺织厂豫丰纺织厂从黄河口出发，
将8000吨机器设备由铁路南运至汉口，再换装
到380条小船上，穿过水流湍急的三峡向四川
驶去。其间有120条船沉入三峡，其中99条后
被船工打捞上来，不知经过多少艰险，终于在
1939年4月到达重庆。

“这些被迫搬迁的民族企业，使得原本工
业化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给
当地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创造了税收，支援
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苏智良表示。

大学的搬迁工作，几乎和工厂的迁移同时
进行。教育界的许多名流、学者、专家、教授
和学校的师生员工，为了尽量避免敌人毁灭我
高等教育，保存民族教育之国脉，组织濒临战
争前线的平、津、京、沪、杭以及冀、鲁、
晋、湘、鄂、粤、桂等省、市的高等院校，相
继移迁西南大后方。

当日军进入广州南郊时，中山大学的学生
还在广州北郊撑着装有图书馆藏书的船坚毅前
进。当局在克服了日军轰炸和战争绵延的种种
困难，终于把许多学府分别迁到安全地点。

据 1939 年的统计，从 1937 年 7 月 7 日起，
日军破坏了我国54所大学和专门学校，使我国
文化教育的损失达2.17亿元。当时的流亡大学
有大学生4万多名。但是，1939年秋，我国的
教育系统在内地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这些内迁院校大多集中在重庆、成都和昆
明附近。在国难当头的艰苦环境下，许多学
者、教授枵腹从公、呕心沥血、为国育人，教
育当局立撑危局，各校莘莘学子含辛茹苦，为
拯救国家、民族的垂危奋力求学，内迁高校并
造就了后来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

“当时高校内迁被称为‘文军西征’。”苏
智良说，迁移保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是
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不少学校历经多次内迁，
由于路途遥远，经费所限，不得已丢弃了很多
设备，不少老师和学生为了学习千里跋涉。后
来，一些大学生参军，大大提高了军队的知识
水平和文化素养。

“誓死保住民族经济文化血脉”
——回看抗日战争战略大迁移

15日上午，第14次国际和平集会在
纪念馆举行，来自日本的市民代表团与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等人，分别用中
日两国语言宣读和平宣言。

这是日本铭心会访华团团长松冈环
第30次带领日本铭心会来到南京。她与
幸存者夏淑琴紧紧拥抱，互相问候。“南
京和这座纪念馆30年来一直不间断地向
世界传递反战、和平的电波。在我看来，
这里就是和平之声发出的原点。”

举行国际和平集会、宣读和平宣言、

放飞和平鸽、撞响和平大钟……始终保
持理性、秉持和平理念的纪念馆，在中外
交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纪
念馆接待来自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
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人士近300万
人次。

“经历过战争苦难的南京人，更加珍
惜和平的来之不易。”朱成山说，已经先
后有海部俊树、村山富市、鸠山由纪夫3
位前首相来到这里倾听和平的呼声。丹
麦女王在参观纪念馆后表示：“我们无法

改变残酷的历史，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
经验和教训。”

“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可以
宽恕，但不可以忘却”……已故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李秀英与一位外籍人士的警示
之语，至今仍悬挂在纪念馆内的显著位
置。纪念馆最后是和平公园。此处碧波荡
漾、绿意盎然，不远处还矗立着手托和平
鸽的和平母亲雕塑，让人豁然开朗的同
时，也倍加珍爱和平发展的环境。

▶▶▶携痛前行，和平之声辐射世界

是伤痛，更是力量！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馆30周年记

15日，位于南京城西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迎来开馆30周
年纪念日。

30年前，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激起国人愤慨。为将“血写的历史永
远铭刻在南京土地上”，纪念馆在南京江东门“万人坑”遗址上建成开放，成为国
内首个抗战纪念馆。

30年来，纪念馆占地面积从2.5万平方米扩至10.3万平方米；馆藏文物史料
从100多件增至17万余件；年参观人数从10万人次到超过800万人次……它在
不断传递民族伤痛记忆的同时，更一再警醒世人，战争不应重来，悲剧不能重演。

□ 新华社记者 蔡玉高 蒋芳

“侵华日寇，毁吾南京。劫掠黎庶，屠戮苍生。卅万
亡灵，饮恨江城。日月惨淡，寰宇震惊。”15日上午，在
纪念馆集会广场前，来自山东的参观者王友林与14岁
的儿子认真读着国家公祭鼎上的铭文，遇到儿子难以
理解之处，他还详细解释。

王友林说：“去年国家公祭日后，我一直想带着孩
子来纪念馆参观。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
暗的一页，灾难的历史必须牢记。”

首个国家公祭日激发越来越多的国内民众走进纪
念馆参观。仅今年上半年，参观人数便超过 400 万人
次，同比增长近 50％。开馆 30 年来，参观人数已突破
6000万人次。

15日上午，到馆参加集会活动的幸存者陈桂香又
一次走过遇难者名单墙。看着墙上亲人的名字，老人始
终一言未发。陪同她前来的孙儿表示，惟有国家强盛，
历史才不会重演。

对于经历了那场战争伤痛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而
言，纪念馆已是他们的心灵家园。每逢重要的纪念日，
他们都要到这里来祭奠家人，呼吁反思战争。对于国内
民众而言，纪念馆则是重温惨痛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场所。

已担任20多年馆长的朱成山说，南京大屠杀是南
京城市之殇，更是中华民族之殇，要深入人心并引起反
思，才能提振民族精神，凝聚力量圆梦中华。

▶▶▶痛定思痛，打磨民族意志的铠甲

“……我想首先问一问，日本领导人什么时候到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今年5月13日，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这样反问日本记者。

纪念馆在控诉日本侵略罪行、驳斥日本右翼谬论
等方面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的南京大
屠杀事件，是日本侵略罪行最残暴、最典型的，也将日
本侵略者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篡改教科书，声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谎
言”……多年来，日本右翼分子为质疑而质疑，为否定
而否定，目的就在于以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为突破口
达到美化侵略的目的，但面对纪念馆内的累累白骨、数
千件文物史料、中外人士证言，他们的任何狡辩都显得
那么无力。

为了让日本民众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有着更为准确

的认知，自1994年开始，在日本友好团体的邀请下，纪
念馆顶着巨大压力，组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赴日证言，
至今已有34批共49人次的幸存者走进日本。面对幸存
者证言，很多日本民众当场痛哭流涕，有的甚至下跪谢
罪。

幸存者夏淑琴曾用十年时间，在中日两国的法院
都告赢了污蔑她为“假证人”的日本右翼分子东中野修
道、松村俊夫。她深有感触地说：“没有纪念馆和国家的
支持，以我个人和家庭的力量恐怕很难斗得过猖狂的
日本右翼分子。”

2014年6月，我国宣布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
强征慰安妇的珍贵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无言的白骨和文物，幸存者的血泪控诉，永远是
对企图歪曲历史的日本右翼最有力的震慑。”朱成山
说。

▶▶▶血泪控诉，历史不容歪曲

8月15日，参观者在纪念馆参观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和文物史料。
当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馆30周年纪念日。统计数据

显示，自开馆以来，纪念馆接待海内外观众达6072.79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8月14日，一位小朋友在家长的帮助下阅读展览序言。
当日，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的《铜墙铁壁——抗战中的民族责任》主题

美术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幕，展出反映抗战历史的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摄影等优秀作
品共300件（套），其中包括反映八路军抗战历史的《晋察冀画报》战地摄影作品。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