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日， 在美国旧金山， 人们在集会上举着 “慰安妇” 照片。 一些社区团体代表 14 日在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外举行

集会， 要求日本政府正式、 真诚道歉， 还受害者公道。 新华社发

国际 广告

NHK纪录片揭露７３１部队暴行
以铁证揭露侵华日军战争罪行，在日本社会引起很大反响

据新华社东京８月１５日电 （记者王
可佳 杨汀）在“８·１５”日本投降日到来之

际，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日前播

放了纪录片《７３１部队的真相》，通过史料

和亲历者供述， 以铁证揭露了侵华日军

战争罪行，在日本社会引发广泛关注。
在纪录片中， 节目组找到了保存在

俄罗斯的数百份资料以及对二战期间研

制并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的录音记录。史料显示，在位于中国哈尔

滨市郊外的７３１部队监牢中，曾关押着来

自中国等多国俘虏，他们被当作“材料”、
残忍地用于活体实验。“战争原来是这样

的残忍……是绝不该发生的事。 我时常

在想，那简直是非人的行为。”曾是７３１部

队少年队员的三角武说。
片中，更多原７３１部队成员在供词中

讲述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生物武器研究和

人体实验的暴行。军医西俊英说，他们曾

在零下２０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下用风扇对

活体实验对象猛吹， 残忍地人为制造出

冻伤效果；隶属该部队的仓员称，曾亲眼

见证５名被当作实验对象的中国人中有３
人手指指节变黑脱落， 另外两人的伤口

暴露到只剩下指骨； 曾任部队第一部部

长的川岛清说， 该部队曾在中国多个城

市对中国部队使用过细菌武器， 并在一

些村落的水井、贮水池等场所散布细菌，
令无数无辜民众受害。

这部纪录片还揭露了日军罪行的另

一责任主体———日本高校。 当时日本军

方与大学的联系非常紧密， 军方为大学

提供研究经费， 大学则向被侵略地输送

“研究人才”。 这些来自日本各大高校的

权威学者，在７３１部队中被称为“技师”，
和军医一样属于将校阶层， 是生物武器

研究的中枢力量。
纪录片播出后， 在日本社会引起很

大反响。 残酷的真相刺痛了日本右翼势

力的神经，他们称“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捏造事实”， 认为作证的原７３１部队成员

被洗脑，并极力否认历史真相。但与此同

时， 更多日本人开始对加害历史进行反

思。有日本网友表示，如此鲜活的证言刺

痛人心，决不能让残酷的战争历史重演。
“日中友好８·１５之会”代表干事冲松

信夫告诉记者，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

出这部纪录片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事。
他认为，７３１部队的真相在日本是一段不

能被触碰的历史， 但恰恰又是人们必须

知道的，“日本人必须了解日军曾经犯下

的罪行”。
共同社客座评论员冈田充表示，虽

然自己早已知道７３１部队的残酷行径，但
还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加害者的证言。 他

认为 ，和 《南京大屠杀档案 》一样 ，有关

７３１部队残酷行径的记录也应申请并被

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世界

记忆遗产。

长崎核爆受害者手账之友会会长井

原东洋一表示，８月１５日也是亚洲各国人

民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获得解放的纪

念日。在回顾广岛、长崎核爆惨痛被害经

历的同时， 他也常常告诫自己决不能忘

记侵略的加害历史。

日本“铭心会”会长松冈环表示，在

回顾战争历史时， 多数日本媒体只会将

日本包装成战争受害者， 却丝毫不提日

本人在战争中残害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

的真相。 “而我们应持续努力，将历史真

相告诉日本等世界各国的更多年轻人。”

我商务部：中方绝不会坐视
美总统特朗普授权审查“中国贸易行为”

据新华社华盛顿８月１４日电 （记者

金旼旼 高攀） 美国总统特朗普１４日签

署一份行政备忘录， 授权美国贸易代表

审查所谓的 “中国贸易行为”， 包括中

国在技术转让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
这一举动引发各界对美国采取单边行动

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的担忧。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

前称 ， 为确保 “公平和对等的 贸 易 规

则”， 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动用

所有可用的政策选项。
此前， 有分析人士称， 莱特希泽可

能将按照美国 《１９７４年贸易法》 第３０１
条 ， 对中国发起 “３０１调查 ”。 这 一 在

１９９５年世贸组织成立后美国很少使用的

法律工具授权美国总统可对贸易伙伴采

取单边制裁措施。
不过， 当天这份行政备忘录并不意

味着美国将立刻启动相关具体调查， 也

不意味着一定会出台针对中国的制裁措

施。 美国高级官员１２日曾表示， 美方如

决定发起 “３０１调查”， 将首先与中方进

行磋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１４日说，

在中美利益相互交融日深， 已经形成你

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紧密格局下， 打贸

易战没有前途， 没有赢家， 只会双输。
华春莹说：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实

事求是看待有关问题， 客观评价中国在

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

进展， 以及中国通过自主创新驱动发展

经济这方面取得的成就。”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５日电 （记 者

于佳欣） 针对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 将

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一事， 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１５日发表谈话称， 望美国遵守对

世贸规则的承诺， 若美方不顾事实采取

举动， 中方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 坚决

捍卫中方合法权益。
该新闻发言人称， 中方对此表示严

重关切。 “３０１” 制度自面世以来， 就

具有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 一直为其他

国家所反对。 美方已经向国际社会作过

承诺， 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执行该制

度。 我们认为， 美方应该严守承诺， 不

要成为多边规则的破坏者。
“美方应珍惜当前中美经贸关系良

好的局面和合作态势， 美方的任何贸易

保护主义做法必将损害双边经贸关系及

双方企业利益。” 该新闻发言人说。
该新闻发言人表示， 希望美贸易代

表要尊重客观事实， 慎重行事。 如果美

方不顾事实、 不尊重多边贸易规则而采

取损害双方经贸关系的举动， 中方绝不

会坐视， 必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 坚决

捍卫中方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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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提“加害”和“深刻反省”
安倍出席日本战败日官方纪念活动

据新华社东京 ８ 月 １５ 日电 （记者

沈红辉 马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１５ 日

在东京出席日本战败日官方纪念活动，
致辞时依旧不谈 “加害” 责任， 也不对

战争表示 “深刻反省”。 对此， 日本有

识之士和民众提出批评。
今年 ８ 月 １５ 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 ７２ 周年纪念日， 日本政府在东京

武道馆举行 “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 ”，
日本天皇和皇后、 安倍以及战争遗属代

表等 ６０００ 余人出席。
安倍在致 辞 时 称 不 应 重 蹈 战 争 惨

祸，并称日本战后一直坚持走和平道路。
但对日本历代首相追悼仪式致辞中有关

对亚洲各国 “加害” 责任和对战争表示

“反省”的表述，安倍只字不提。这是安倍

２０１２年年底再次上台以来， 连续第五年

在纪念仪式上不谈“加害”和“反省”。
日本 “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 理

事长藤田高景表示， 安倍不提 “加害”
和 “反省” 绝非偶然。 安倍的历史认识

具有浓厚的右翼色彩， 从未正面承认那

场战争是侵略战争。 藤田认为， 日本在

那场侵略战争中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

严重灾难， 安倍应该承认这一事实， 全

面继承对侵略历史做出反省和道歉的村

山谈话。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当时的日本天

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 从 １９６３
年 起 ， 日 本 政 府 每 年 ８ 月 １５ 日 举 行

“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 ”。 ２０１３ 年 ， 安

倍放弃历代日本首相延续多年的做法，
在致辞中首次删除有关 “加害” 和 “反
省” 的表述。

据新华社东京 ８ 月 １５ 日电 （记者

沈红辉）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１５ 日以自

民党总裁的名义， 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

犯的靖国神社献上被称为 “玉串料” 的

祭祀费。
当天是日 本 投 降 ７２ 周 年 纪 念 日 。

安倍委托自民党总裁助理柴山昌彦当天

上午向靖国神社献上祭祀费。 柴山昌彦

说， 安倍对无法亲自参拜感到 “抱歉”。
这是安倍 ２０１２ 年年底就任首相以

来， 连续第 ５ 年在日本投降日当天向靖

国神社献上祭祀费。

赞赏日本有识之士的勇气
我外交部发言人：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记者闫
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日表示，
中方赞赏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揭露历史

真相的勇气， 希望日方认真倾听国内

外的正义呼声， 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

侵略历史。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

问：8月13日， 日本NHK电视台在日本

侵华战争战败72年前夕播放了一期特

别节目《731部队的真相》，发掘了日本

731部队超过20个小时的认罪录音，完

整还原了这支部队在侵华战争中犯下

的滔天罪行。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 春 莹 说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期

间， 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令人

发指的细菌战， 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

体活体试验， 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罪

行 。 有关史实铁证如山 ， 不容否认 。
只有正确对待历史， 日本才有可能卸

下历史包袱。 “我们赞赏日本国内有

识之士揭露历史真相的勇气， 希望日

方认真倾听国内外的正义呼声， 正确

认识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

史， 切实尊重中国等亚洲受害国人民

的感情。” 她说。
此外，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5日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 向靖国神

社献上被称为“玉串料”的祭祀费。
对此，华春莹表示，靖国神社供奉

着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二战甲

级战犯， 我们坚决反对日方的错误做

法。 今年是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

发生80周年， 中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

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同军国主义划

清界限，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

和国际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