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里斯·马吉：穿越 80年历史的镜头对话
本报驻苏记者 叶志明

我感觉我的祖父就在这里

古都南京， 午后的太阳穿透了深秋

的薄雾。 紫金山东白水河边， 夏淑琴老

人居住的安静小区， 来了一位身材高大

的外国人。 克里斯·马吉， 来自澳大利

亚的一位摄影师，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约

翰·马吉的孙子。

得知纪念馆安排他拜访夏淑琴老人

的消息， 克里斯有些兴奋。 他说： “这

个安排太好了！ 在我的心中， 夏淑琴女

士是一名女英雄， 能够再次拜访她， 特

别有意义。 我很想念她， 迫不及待地想

见到她。”

夏淑琴是目前南京在册的、 人数不

足百名的大屠杀幸存者中的一位 。 12

年前 ， 她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出庭应

诉， 以一家 ７ 口人被侵华日军杀害的悲

惨遭遇， 严厉驳斥日本右翼学者否认她

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谎言 ； 2 年前 ，

应南加州大学邀请， 访问美国洛杉矶，

录制南京大屠杀证言。

老人正在家里等候着。 见了面， 克

里斯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对夏淑琴老人

说： “很高兴又见到您！” 老人拉着克

里斯的手， 问长问短的， 仿佛有说不完

的话。 交谈中， 老人说的是南京话， 克

里斯说的是英语， 虽然言语不通， 但两

人心领神会， 好像彼此都知道对方讲的

是什么内容， 志愿者零星的翻译也显得

多余， 语言的隔阂此时此刻全然消失。

看到克里斯 ， 夏淑琴老人谈起了

约翰·马吉先生 ， 思绪又拉回到了 81

年前那段黑暗的日子———“那天， 1937

年 12 月 13 日 ， 一群日军闯入我家 ，

我被捅了三刀 ， 昏死过去 。 醒来后我

浑身是血， 感觉痛、 冷、 饿， 4 岁的妹

妹在旁边哭着要妈妈 ， 哭着喊饿 。 我

才看到， 我的一家 9 口， 7 人被杀害 。

外公外婆就躺在我的眼前 ， 被害的还

有我的爸爸妈妈 、 两个姐姐和年仅 1

岁的小妹 。 那时 ， 我才 8 岁 。 后来 ，

我们遇到了拉贝先生和马吉先生 ， 马

吉先生还拍了照片……”

克里斯安慰着她， 老人的心绪才慢

慢平复下来。 克里斯说： “今天又见到

夏淑琴女士 ， 我感觉我的祖父就在这

里， 仿佛我与祖父一起看着她。 因为夏

女士， 我和祖父有了一种神奇的联系。

今天 ， 看到夏女士身体健康 ， 生活幸

福 ， 儿孙满堂 ， 感到很高兴 、 很亲

切。 我想对祖父说， 您在南京的人道

义举非常伟大 。 您做出了正确的决

定 ， 选择留在战火纷飞的南京 ， 保

护了很多苦难中的中国人 。 您是我

们家族后人的楷模 ！ 您非常伟大 ！

谢谢您！”

祖父的形象愈发伟岸

克里斯此行应邀为纪念馆的这个

摄影展览做前期准备。 在他很小的时

候， 他就从父亲和叔伯那里听到了祖

父约翰·马吉的故事。 随着年龄渐长，

祖父的形象在他心目中愈发伟岸。

约翰·马吉先生 1884 年出生于美

国匹兹堡一个律师家庭， 在耶鲁大学

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后 ，

1912 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来

中国， 任职于南京道胜堂。 1937 年 9

月， 他送走了妻子和 4 个孩子， 不顾

美国大使馆一次又一次撤离警告， 留

下来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

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 在那

个炼狱般的寒冬， 他设立难民伤兵医

院， 参与救助 25 万多面临被屠杀的

中国人。

南京大屠杀发生第 4 天， “屠城

影像记录者” 约翰·马吉先生冒着生

命危险， 毅然拿起 16 毫米家用摄像

机拍摄了 105 分钟的日军暴行镜头。

他不仅拍摄了画面， 还用文字记录他

所拍摄每一个镜头的详细内容， 这就

是历史上著名的 “马吉默片”。 1938

年 2 月，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

事乔治·费奇将此胶片缝在大衣里秘

密带出南京， 将日军泯灭人性的滔天

罪行公诸于世 。 该片后来被命名为

《南京暴行纪实》。 胶片中的近百个画

面又被翻拍成照片， 其中有 10 幅刊

登于 1938 年 5 月出版的美国 《生活》

杂志上 。 1946 年 ， 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约翰·马吉

先生出庭作证， 与其他证人一起， 用

无可辩驳的铁证将松井石根等战争罪

犯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约翰·马吉先生 1953 年在匹兹堡

去世， 马吉家族与南京的联系由克里

斯的父辈继续着。 1991 年， 约翰·马

吉先生的儿子大卫·马吉先生从自家

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 找到了

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那台 16 毫米摄

影机。 2002 年， 大卫·马吉先生将摄影

机及胶片拷贝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成为纪念馆一件珍

贵的历史文物。 2015 年 10 月， 《南京

大屠杀档案》 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 《世界记忆名录》， 约翰·马吉先生

使用的摄像机和电影胶片拷贝成为其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仿佛和祖父再次相遇

去年 6 月， 在苏格兰的叔叔休·马

吉联系到了居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克

里斯 ， 要他来中国南京 。 8 月 14 日 ，

日本投降日 72 周年的前一天， 克里斯

首次来到金陵古都， 代表家族接受了南

京市紫金草国际和平纪念章。

颁发仪式在南京市第十二中学举

行。 该校的前身， 正是约翰·马吉先生

创办于 1917 年的 “益智小学”， 该校图

书馆正是约翰·马吉先生曾经传教的道

胜堂 。 2000 年 8 月 ， 图书馆被命名为

“约翰·马吉图书馆”。

来到祖父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

接受紫金草国际和平纪念章， 克里斯感

慨万千。 他说： “这枚精美的纪念章是

对祖父当年义举的奖赏， 也是我们家族

的荣誉， 回去后我会将这段历史告诉我

们的孩子。” 80 年前 ， 祖父用摄影机

将日军的暴行记录传播， 他也是一位摄

影师， 每个摄影师都应该有这样的道德

良知， 揭露罪恶、 记录暴行和不公正。

“对我来说， 最好的纪念就是好好地生

活， 珍惜和平， 牢记这段历史， 永远不

要让这种人类历史上的悲剧再次发生，

这是对我的先辈、 对所有的逝者最好的

一个纪念。”

这次访问南京， 在看到祖父拍摄的

夏淑琴一家当年受害的照片后， 他萌生

了一个念头： “我要追寻祖父的足迹，

拍摄今天的南京城。 通过镜头记录今天

的南京城和南京人民的生活状态， 通过

新旧照片对比， 向世界传播南京大屠杀

历史， 传递珍爱和平的理念。” 他的想

法与纪念馆方面不谋而合。

秋天，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迎来百年

校庆， 克里斯开启了穿越 80 年的祖孙

影像之旅。 他出席了祖父铜像的揭幕仪

式， 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馆长张建军一起 ， 共同将一台约

翰·马吉当年使用的同款 16 毫米摄像机

捐赠给该校。 看到祖父的铜像与同款摄

像机， 克里斯动情地说： “我仿佛和祖

父再次相遇。”

克里斯从祖父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电

影胶片中 ， 选取建筑 、 街道和河流画

面， 拍摄 80 年后相同地点的照片， 有

挹江门、 鼓楼医院、 江南水泥厂、 栖霞

寺、 南京师范大学等。 他还拍摄了当年

老照片中的中山码头、 原安全区以及当

下南京的新地标南京眼、 青奥村等。

那天， 他在小粉桥 1 号拉贝旧居邂

逅了另一个前来找寻记忆的人———约

翰·拉贝的曾外孙克里斯托弗·拉贝。

行走在今日南京的街头， 克里斯仿

佛与祖父展开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他

说， 他似乎感觉到了南京对于他那种天

然的亲近感 。 “我觉得我同我的祖父

一样 ， 和中国人民有一种非常密切的

联系。”

我祖父、 伯父都是超级英雄

“叔叔休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我深

深地感受到了， 我和我的家族与南京维

系着如此强烈的情感。” 马吉家族与南

京情感联系的接力棒因此传到了克里斯

的手上。 今年 5 月， 欧战胜利纪念日，

克里斯再次来华，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的紫金草和平讲

堂上， 现场朗诵了诗 《高高飞翔》， 讲

述了马吉家族父子两代人在二战东西方

战场上的英雄传奇。

这首诗的作者小约翰·吉利斯比·马

吉， 是约翰·马吉的长子， 克里斯的大

伯父。 小约翰出生于上海， 他从父亲那

儿了解到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残暴行径，

对侵略者的暴行深恶痛绝 。 欧战爆发

后， 他母亲的祖国英国正遭到德国纳粹

的攻击。 1940 年 10 月， 刚满十八的小

约翰加入加拿大皇家空军 （当时美国尚

未宣战）。 经过短暂的训练后， 他被派

往英国 ， 迎战德国空军 。 在一次空战

中， 小约翰的 3 名战友驾驶的飞机全部

被德机击中， 他是唯一幸存的飞行员。

在一次次对敌战斗中， 小约翰感受到翱

翔于蓝天之下云端之上的快乐， 也感受

到追求自由与正义的喜悦 ， 他写下了

《高高飞翔》 这首诗。

1941 年 12 月 11 日 ， 小约翰在一

次飞行训练中与一架飞机发生碰撞， 当

场遇难。 在小约翰去世的前 4 天， 日军

偷袭珍珠港， 美国被迫对日宣战。 马吉

夫妇怀着悲伤的心情， 将这首诗公之于

众。

1986 年 1 月 28 日， 美国挑战者号

航天飞机升空后爆炸， 机上 7 名宇航员

全部罹难。 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

在悼念演讲中引用了 《高高飞翔》 中的

诗句： 今晨， 他们做好了准备， 挥手

道别， 他们 “挣脱地球的束缚， 抚摸上

帝的脸庞”。

……

演讲过程中， 克里斯数度哽咽。 克

里斯说： “当我读这首诗时， 我的心和

伯父连在了一起。”

克里斯说， 祖父约翰·马吉先生有

4 个儿子。 除小约翰参军成为一名空军

飞行员外， 大卫先是从政， 后在摩根银

行副总裁职位上退休， 克里斯的父亲克

里斯托弗是一名外交官， 叔叔休继承了

祖父的职业在苏格兰任牧师。

在克里斯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给他

讲了伯父小约翰在二战中牺牲的故事。

一直以来， 他为自己有一个参加二战空

军飞行员的伯父感到骄傲。 克里斯说，

前些年观看电影 《敦刻尔克》， 看到影

片中英勇的空军飞行员穿越英吉利海峡

与德军作战， 他脑海里立即想到了小约

翰伯父， 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共鸣。 “我

的祖父， 我的伯父， 都是我们家族的超

级英雄！ 我们以他们为荣！”

现年 60 岁的克里斯出生于缅甸仰

光 ， 童年时期在香港等地度过 ， 在美

国洛杉矶待了 22 年， 后移居澳洲。 14

岁以前， 他的人生理想是做一名医生，

14 岁时他突然发现自己酷爱摄影 。 他

的摄影生涯从最基础的场务开始做起，

一路走来 ， 他愈发地喜欢摄影这个行

当 ， 还参与了 《终结者 》 等影片的摄

影剧务。

克里斯说，他的家族都有祖父留给

他们的基因，四海为家、心怀大爱、好善

嫉恶 ，各自居住的地方相隔万里 ，但是

大家的心是相通的。 他在中国收养了两

个女儿 ，他与瑞克约定 ，一起带着自己

的孩子来南京，参加今年的中国国家公

祭日活动。 “我们要将马吉家族的历史

传承下去，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

传递和平的理念 ， 让更多的人知道 80

多年前在中国南京发生过的灭绝人性

的暴行，绝不能让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人

类悲剧重演。 ”克里斯说。

高高飞翔
啊 ！ 我终于挣脱了

地球的束缚
展开笑声涂银的双

翼在空中舞蹈
我朝着太阳爬升
与阳光剪裁的云朵

翻滚嬉戏———

做你难以梦到的千
百件事情———

转圈、 拉高、 摇摆
在阳光普照的寂静

高天翱翔
我一路追逐狂啸的

风
将急不可耐的战机

从无声的空中穿过去
在狂灼的悠长蓝天

里向上， 再向上
我从容优雅地抵达

了风吹的最高点
没有云雀或者老鹰

曾在那里飞翔
我心地泰然 ， 却欢

欣无比， 就这样
我脚踏高得无人涉

足的神圣空间
我伸出手来 ， 触摸

到了上帝的脸庞
———小 约 翰·吉 利 斯

比·马吉 1941 年

今年 12 月 13 日是第五个国家公祭日。 一
个主题为 “历史、 和平、 未来”， 以约翰·马吉
祖孙俩穿越 80 年南京影像镜头的展览 ， 将于
第五个国家公祭日之际，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81 年前， 侵华日军攻
陷南京后 ， 施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 约翰·马
吉先生同约翰·拉贝、 明妮·魏特琳等 20 多位

西方侨民一起竭尽所能救护了 25 万多难民 ，

他还冒着生命危险用一台 16 毫米的电影摄影
机拍摄记录了日军暴行的电影胶片。 这是留存
至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 。 80 年
后 ， 约翰·马吉先生的孙子也扛起了摄影机 ，

沿着祖父当年的足迹 ， 通过在相同的地点拍
摄， 与祖父展开了穿越 80 年历史的镜头对话，

记录这座城市 80 年沧桑巨变 ， 见证今日南京
的繁荣祥和， 人民的幸福生活。 他和堂兄弟瑞
克约定， 带着各自的孩子， 参加今年的中国国
家公祭日活动 。 他说 ， 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 ，

我们的祖辈曾在这里为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提供
人道救助， 要记住这段历史， 传承祖辈留给我
们的美好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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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约翰·马吉先生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护中国

难民、拍摄日军暴行，中国人

民心存感恩、永远铭记。您是

怎么看待您祖父在中国的人

道义举的？

克里斯： 我的祖父是我

们家族后代的楷模。 中日战

争爆发的时候， 美国没有出

手。在那个时候，我祖父有两

个选择，他有美丽的妻子，我

祖母，还有 4 个可爱的孩子，

他可以和家人在一起， 度过

每一天快乐的生活。 但是他

选择留在南京， 冒着生命危

险帮助这些受着苦难的中国

人民。 就是不讲宗教或者职

业的因素， 我相信我的祖父

天生就怀有仁爱之心， 他是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他选择

的就是他认为是正确的。 当

时并没有谁逼迫他留在南

京， 反而是美国的大使馆一

再发出撤离警告， 劝诫他们

迅速离开。但是，他还是选择

留在南京，留在中国，因为他

认为这样才是正确决定 ，这

才是他应当秉持的道义观。

文汇报： 您第一次听到

南京大屠杀这段黑暗的历

史，是在什么时候？

克里斯： 我第一次听说

南京大屠杀以及祖父帮助中

国人的故事，大概是 9 岁、10

岁的时候。 当我第一次听说

的时候， 我觉得那段历史离

我非常遥远， 因为在西方世

界几乎没有人知道南京大屠

杀的历史。

那个时候， 我的父亲常常会给我读

我祖父给我祖母的那些信， 我的父亲和

我的叔伯们会谈论到这段历史， 但是其

他的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西方人完全

不了解这段历史， 我祖父的摄影机和胶

片母片，我们都没有很好地重视。 当然，

因为那段影片是很久以前的 1937 年拍

摄的，我们有时也想在家里播放观看，但

是生怕过去了那么长时间， 如果播放的

话可能会破坏它。所以我们也非常小心，

小心翼翼地保存了好多年。 随着越来越

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摄影机和胶片母片

已经被评为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 看到

这样巨大的转变，我真的打心眼里高兴。

文汇报：去年您首次访问南京，后来

又数度来宁，拍摄今天的南京。在这个拍

摄过程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克里斯：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是什

么力量在鼓励着我多次来到南京。去年，

我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 我了解了这样一个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我的内心就萌发了这样的冲动。

我更愿意了解南京、亲近南京。

在参观纪念馆时， 看到触目惊心的

累累白骨， 好像有一把刀子插在我的心

口， 再联想到我祖父当年亲眼见到日军

在南京的暴行之后，我心里特别难过。那

是我在南京的第一天， 尽管有摄影团队

全程拍摄，我依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躲在角落偷偷哭泣。 当我感同身受地去

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那么多中国人

民失去了家人、 失去了朋友、 失去了生

命，在我真的来到这个城市，去触摸这段

历史的时候， 内心是特别震惊、 特别悲

痛。 所以，这之后，我更致力于在摄影这

条路上走下去。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西方

世界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文汇报： 您怎么会想到用拍摄今天

南京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您的祖父？

克里斯： 我的祖父在南京大屠杀期

间，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的影像

片成了最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而我作

为他的孙子、他的后人，来记录当下的南

京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认为这是我们家

族成员良好品质的传承。 去年我拍摄了

很多南京现在的照片， 我会拿着这些照

片， 和我祖父当年在战火纷飞的南京的

照片做对比。 这样，我仿佛穿越了 80 年

的历史与祖父展开心灵上的交流。

我还很高兴认识了夏淑琴女士。夏女

士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代表，在这么

小的年龄， 就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悲惨境

遇。在夏淑琴一家 9口人 7人遇难后的没

几天，我的祖父遇到了她。 我的祖父怀着

沉重的心情，请她陈述了家人遇害的全过

程。 对于一个当时年仅 8岁的孩子，那是

一个痛苦的回忆。 在我小的时候，我常常

听我爸爸说，我祖父感到非常愧疚，如果

他当时能及时赶到的话，也许夏淑琴一家

不会一下子有这么多人遇害，他觉得非常

对不住夏淑琴一家这样的中国难民。

后来， 我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重生-繁衍”展厅里，看到

了现在的夏淑琴老人的全家福照片，感

到特别欣慰。 她很坚强。 所以，在我看到

她的时候，我向她表达我的钦佩之心。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些人说她是骗子，日

本右翼分子说她是假证人， 不愿意相信

她陈述的那段历史。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证实了这段历史， 她也有了非常幸福的

大家庭。不忘过去珍惜当下，不让南京大

屠杀这种暴行再次发生， 这是我们对历

史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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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全家合影。前排左一为约翰·马

吉，后排右一为小约翰·吉利斯比·马吉。

（除署名外， 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1937 年 12 月，约翰·马吉先生拍摄的夏淑琴家受难现场。

克里斯·马吉在祖父约翰·马吉的铜像前。 刘晓光摄

克里斯·马吉拜访夏淑琴老人。 刘晓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