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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碗白米飯  李紅衛 
芝加哥和統會會長 

同胞們、朋友們，大家好！ 

大家看看，我手裡捧的是什麼？ 對，是一小碗白米飯。大家都吃過，就是這一小碗白米飯，在一九三

幾年的東北三省，在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統治下，我們中國人要是吃了，日本人是要殺我們的頭 的。看

著這碗飯，我不禁黯然淚下。 我們現在和平了, 能吃上這一碗白米飯，這是無數先烈用生命和鮮血換

來的。 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曾說，「Peace through strength」（和平是靠實力爭取的），和平是

需要我們去捍衛的。 

現在日本軍國主義猖狂復辟，向我們敲響了歷史的警鐘。 

1. 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世界各國帶來深重的災難  

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理論基礎： 
1) 北一輝（原名：輝次郎），寫下了《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這部法西斯軍國主義的著作。 
2) 大川周明，在北一輝的《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的基礎上，在昭和天皇(裕仁)主持的昭和軍閥集團

中，大力宣傳大和民族主義、大亞洲主義、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形成強大的昭和軍閥集團。 
 
日本對外擴張的基礎和理由： 
1) 日本國內資源貧乏;  
2) 推行海權理論（即對外擴張的政策） 
3) 日本國內各類學者和新聞界大力宣傳軍國主義。 
4) 日本國內各類學者和新聞界鼓吹中國威脅論，為軍國主義大作輿論宣傳，號召日本全國人民起來作

戰； 
5) 日本政界、軍界大力研究和練習如何打敗中國、俄國和美國。 
 

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瘋狂擴張，給世界各國帶來深重的災難。 

美國的陸軍犧牲了 40,382 人,空軍犧牲了 14,607 人,海軍犧牲了 51,219 人。 

在 1937 年-1945 年 8 年日本的侵略中國戰爭中，中國慘遭日軍鐵蹄蹂躪，傷亡人數達 3500 多萬，凍

死、餓死者不計其數，被抓到日本的華工大約 1000 多萬，從 1874 年到 1945 年日本侵華時期，中國

非正常死亡累積人數至少達 2.8 億，經濟損失 50 萬億美元。 

南京大屠殺：日本侵華戰爭初期日 本軍國主義在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規模屠殺、強姦以及縱

火、搶劫等戰爭罪行與反人類罪行。日軍暴行的高潮從 1937 年 12 月 13 日攻佔南京開始持續了 6
周，直到 1938 年 2 月南京的秩序才開始好轉。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軍事

法庭的有關判決和調查，在大屠殺中有 30 萬以上中國平 民和戰俘被日軍殺害，南京城被日軍大肆縱

火和搶劫，致使南京城被毀三分之一，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台灣大屠殺：從 1895 年至 1945 年，日本對台灣進行殖民統治的 50 年，製造許多殺人慘案。在 1896
年「大平頂事件」中，屠殺中國人 3 萬人，在 1901 年「後壁林慘案」中，屠殺 中國人 3473 人，在

1902 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殺中國人 3 萬餘人；在 1913 年 12 月間的「苗栗事件」中，屠殺中國

人 1200 餘人；在 1915 年西 來庵起義中，屠殺中國人數萬人。據有的學者統計，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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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被日寇殘殺的中國人達 65 萬人。這對當時 多只有 500 餘萬人的台灣來說，可以 說是空前絕

後的大災難，日本軍國主義欠下了無法償還的血債。 

新加坡大屠殺：新加坡淪陷後，為報復新加坡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支援，以及華僑對日軍的抵抗行動，

日本第 25 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便與參謀長鈴木宗作和參謀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對新加坡華人的

「肅清行動」，殺死了約 5 萬人。  

菲 律賓馬尼拉大屠殺：1945 年 1 月，美軍從萊特灣出航，在林加延登陸呂宋島，同時，美軍第 11 空

降師登陸納蘇格布，直指馬尼拉。攻入城內的美軍和日軍展開 了激烈的巷戰。日軍撤退過程中，對馬

尼拉進行了瘋狂的破壞的屠殺，大約有四分之 三的建築被毀，125000 多菲律賓人們遭到殺戮。 

琉球大屠殺： 日本從 1879 年到 1945 年對琉球的血腥欺壓本已使琉球人民極度反感。1945 年 4 月,日
本政府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宣言》歸還一切被佔領土時,竟然以擔 心琉奴帶領支那人清算日本為由,下
達所謂「玉碎令」。要當地駐軍殺光琉球人。以當年在「滿洲」實施「三光政策」而臭名昭著的琉球

駐軍司令牛島滿,再次故伎 重演,對琉球人民展開瘋狂的屠殺。在美軍登上琉球前，日軍共屠殺琉球民

眾 26 萬餘人,屠殺規模之大,僅次於南京大屠殺。 

2. 頂禮膜拜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有 2000 位戰犯的牌位，包括東條英機等 14 個甲級戰犯的牌位，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精神

聖地。 

14 個甲級戰犯:  

1) 東 條英機是日本法西斯統治集團的魁首，是侵蘇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主要決策者之一。 
1935 年，東條英機任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在「強化治安」的名義下以「剃刀效率」大批逮捕和屠殺中

國東北抗日軍民；「七七事變」中，他又率東條兵團侵入 承德、張家口、大同等地。1940 年至 1941
年，東條英機任陸軍大臣，極力主張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和發動對蘇戰爭。1941 年 10 月，東條英機

任內閣首 相兼陸軍大臣，大搞「東條獨裁」，對內強化法西斯統治，對外擴大侵略戰爭。1941 年 12
月 8 號，東條英機悍然發動太平洋戰爭。 1945 年 9 月，東條英機作為日本頭號戰犯被捕，後來被遠

東國際軍事法庭處以絞刑。 

2) 土 肥原賢二，日本陸軍大將。從 1913 年開始，他在中國長達 30 餘年的間諜特務生涯中，竭力從事

分裂中國、侵略中國的罪惡活動。他參與策划了「九一八事 變」，1931 年底，劫持溥儀到東北拼湊偽

滿傀儡政權，致使東北淪陷長達 14 年。1935 年 6 月，他逼迫國民黨政府簽署「秦土協定」，攫取了

察哈爾大部主 權。1935 年 10 月，他策划了以分裂中國為主要目標的「華北自治運動」。「七七事

變」後，他率日軍第十四師團入侵中國。1948 年 12 月 23 號，侵華陰 謀家土肥原賢二被遠東國際軍

事法庭處以絞刑。 

3) 松 井石根，日本陸軍大將。松井石根作為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有意縱容部隊實行種種暴行，對慘無

人道的南京大屠殺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1937 年 8 月，松井任侵 華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兼上海派遣

軍司令官，日軍佔領南京後，製造了慘絕人寰、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被屠殺的中國軍民達 30 萬以

上。日軍還對南京進行了 大搶劫、大縱火，歷史名城被毀了三分之一，財產損失不計其數。1948 年

12 月 23 號，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松井石根在東京巢鴨監獄被執行絞刑。 

4) 木 村兵太郎，日本陸軍大將，曾長期在日本陸軍從事野戰兵器裝備的開發與研製，是日本陸軍的

「炮兵專家」。1939 年 3 月，木村兵太郎被任命為侵華日軍第三十 二師團師團長。1939 年 4 月，他

率領日軍對我國魯南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並將 2000 多人關押到濟南新華院集中營作苦力。此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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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數以萬計的中國勞工 從這裡被擄掠到東北和日本的礦區。1944 年，木村兵太郎被派任駐緬甸方面軍

司令官，製造了「仰光大屠殺」，被稱為「緬甸屠夫」。日本投降後，這個殺人不 眨眼的屠夫，被日

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 

5) 廣田弘毅，1933 年任日本外務大臣，1936 年任內閣總理大臣；1937 年初參與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

面侵華戰爭的決策，是發動對華全面侵略戰爭的主謀之 一。廣田弘毅表面上主張實行所謂的「和平外

交」，實質上是為軍部對中國擴大侵略、獨霸亞洲效力。日本戰敗後，廣田弘毅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

庭判處絞刑的唯一 文官甲級戰犯。 

6) 板 垣征四郎，日本陸軍大將，曾任駐華日軍參謀。1931 年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炮製偽滿洲

國傀儡政權，是製造「九一八」事變的主犯之一。1934 年板垣 征四郎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時製造了內蒙

古「獨立」和「綏遠事件」。1936 年到 1937 年，他先後擔任關東軍參謀長和第五師團師團長。1939
年到 1941 年，他在中國擔任日本派遣軍總參謀長。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帶領所屬部隊參加

了太平洋戰爭。1948 年 12 月 23 號，「九一八」事變的主犯板垣 征四郎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處以絞

刑。 

7) 武 藤章，日本陸軍中將，1937 年擔任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副參謀長，12 月協助松井石根攻佔南

京，是製造南京大屠殺的主謀之一。在日本的陸軍省軍務局局長的 職位上，武藤章參加了共同計劃和

陰謀。從「七七事變」後提出擴大侵華戰爭的方針，到「八一三」事變後悍然策劃杭州灣登陸，他都

起了重要作用。1942 年至 1945 年，武藤章先後任駐印尼蘇門答臘日軍第二守衛師師團長等職，這一

期間，他對當地的平民進行屠殺，製造了「馬尼拉大慘案」。戰後，擴大侵華戰爭的 「謀士」武藤章

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 

8) 松 崗洋右，1900 年畢業於美國俄勒岡大學，從 1904 年起進入日本外務省，歷任日本駐中國、美國

等國外交官，松崗洋右「九一八」事變前多次擔任日本駐中國 領事，竭力鼓吹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

日本確保和死守滿蒙生命線當然是天經地義、無可非議的，為日本侵華大造輿論。「九一八」事變後

作為日本駐國際聯盟的首 席代表，為日本入侵中國東北辯護，1940 年擔任日本外相，參與締結德國、

義大利和日本的三國同謀。1945 年，日本投降後，他作為甲級戰犯接受審 判，1946 年病死。 

9) 永 野修身，日本海軍大將，「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下令在上海製造「一.二八」事變，造成中國軍

民傷亡 3.4 萬多人，六十萬人無家可歸，1941 年初他出任 海軍軍令部總長，指示山本五十六制定海軍

南進計劃，和偷襲珍珠港的具體方案，並竭盡全力協助東條英機指揮海軍進犯東南亞國家，1941 年

12 月他簽署了偷 襲美國珍珠港的作戰命令。1946 年 5 月 3 號，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

犯，1947 年 1 月 5 號，他病死在美軍醫院逃避了正義的審判。 

10) 白 鳥敏夫，1914 年進入了外務省，曾先後在日本駐香港、美國、中國和德國等地使館任職，1930
年白鳥敏夫就任外務省情報部部長。「九一八」事變後，他夥 同外務省書記官常森克和陸軍省的林木

真一等人主張日本退出國際聯盟，支持在中國是東北建立傀儡政權。1938 年他就任日本駐義大利大

使。在任期間，他向日 本政府，施加影響，力促日、德、意、三國同盟的結成。1948 年白鳥敏夫被遠

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1949 年 6 月 3 號在服刑期間病死。 

11) 平 沼騏一郎，日本天皇制司法官僚的總代表，天皇的狂熱追隨者和佈道師。他所創立的專職主義

思想理論和專制主義司法制度，為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的發展提供了理 論依據與制度保障。被稱為日

本法西斯教父。 平沼騏一郎 1923 年出任司法大臣，1939 年 1 月平沼騏一郎組閣擔任首相，不足 8 個

月並下台，1940 年至 1941 年任第二屆，躋位內務大臣和國務大 臣，日本投降後他於 1948 年被遠東

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1952 年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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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 磯國昭，陸軍大將，歷任陸軍省軍務局長、陸軍次官、第五師團團長、關東軍參謀長等職。

1942 年小磯國昭出任駐朝鮮軍司令官，他在朝鮮大力推行奴化教育， 宣傳朝鮮人與日本人同根同族，

殘酷鎮壓朝鮮人民的反抗行動。1944 年 7 月小磯國昭繼東條英機之後出任首相，在內外交困中，他於

1945 年辭去首相職務。 戰後，小磯國昭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1950 年在獄中病死。 

13) 梅 津美治郎，日本陸軍上將。1911 年從陸軍大學畢業後歷任日本駐德國、丹麥使館武官，參謀本

埠總務部長等職。1934 年 3 月至 1935 年 8 月，他被任命為 日本駐天津的駐屯軍司令官。他迫使國民

黨政府同他簽訂了有損中國主權的「何梅協定」，攫取了河北和平津地區的大部主權。1939 年至

1944 年 6 月，擔任 關東軍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在中國東北實行殘酷的殖民統治，加緊對東北的經濟掠

奪與控制，對東北抗日聯軍實行大討伐，給東北地區居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1948 年 11 月 12 號，

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1949 年病死。 

14) 東 鄉茂德，1912 年進入日本外務省，歷任歐美局局長、歐亞局局長、駐德大使、駐蘇大使等

職。1939 年 5 月至 9 月專門負責處理諾門坎事件與蘇聯達成停戰協 定。1941 年 10 月至 1942 年 9
月，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外務大臣，參加太平洋戰爭的籌劃和準備。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曾與其他人

合作，指導太平洋戰爭及 對華戰爭。1948 年 11 月 12 號，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 20
年，1950 年 7 月於服刑期間病死。 

從 1951 年日本首相吉田茂開始，日本各屆首相幾乎都曾到過靖國神社參拜。從 1945 年日本二次大戰

投降後至今，91%的年代裡日本各屆首相和政府都在參拜靖國神社，在復辟軍國主義。 

時間 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 

1951 年 10 月 18 日 

1952 年 10 月 17 日 

1953 年 4 月 23 日 

1953 年 10 月 24 日 

1954 年 4 月 24 日 

吉田茂 

1957 年年 4 月 24 日 

1958 年 10 月 21 日 

岸信介 

1960 年 10 月 10 日 

1961 年 6 月 18 日 

1961 年 11 月 15 日 

1962 年 11 月 4 日 

1963 年 9 月 22 日 

池田勇人 

1966 年 4 月 21 日 

1967 年 4 月 22 日 

佐藤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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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 4 月 23 日 

1969 年 4 月 22 日 

1969 年 10 月 18 日 

1970 年 4 月 22 日 

1970 年 10 月 17 日 

1971 年 4 月 22 日 

1971 年 10 月 19 日 

1972 年 4 月 22 日 

1972 年 7 月 8 日 

1973 年 4 月 23 日、10 月 18 日 

1974 年 4 月 23 日、10 月 19 日 

田中角榮 

1975 年 4 月 22 日、8 月 15 日（日本「終戰紀念

日」） 

1976 年 10 月 18 日 

三木武夫 

1977 年 4 月 21 日 田中角榮 

1977 年 4 月 21 日  

1978 年 4 月 21 日、8 月 15 日、10 月 18 日  

福田赳夫 

1979 年 4 月 21 日、10 月 18 日  

1980 年 4 月 21 日 

大平正芳 

1980 年 8 月 15 日、10 月 18 日、11 月 21 日 

1981 年 4 月 21 日、8 月 15 日、10 月 17 日 

1982 年 4 月 21 日、8 月 15 日  

1982 年 10 月 18 日 

1983 年 4 月 21 日、8 月 15 日 

鈴木善幸 

1982 年 10 月 18 日 

1983 年 4 月 21 日、8 月 15 日  

1983 年 10 月 18 日  

中曾根康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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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1 月 5 日  

1984 年 4 月 21 日、8 月 15 日、10 月 18 日 

1985 年 1 月 21 日、4 月 22 日、8 月 15 日 

2001 年 8 月 13 日 

2002 年 4 月 21 日 

2003 年 1 月 14 日 

2004 年 1 月 1 日 

2005 年 10 月 17 日 

2006 年 8 月 15 日 六次 

小泉純一郎 

2013 年 4 月 23 日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 

2013 年 10 月 17 日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 

2013 年 12 月 26 日 

安倍晉三 

 
1994 年，首相村山富市呼籲反省軍國主義歷史的同時，其內閣七成員前往靖國神社參拜。 
1995 年 8 月 15 日，任村山內閣通產相的橋本龍太郎等 8 名自民黨出身的內閣成員參拜了靖國神社。 
1997 年 8 月 15 日，8 名內閣大臣參拜靖國神社。 
1998 年 8 月 15 日，8 名內閣大臣和 54 名國會議員及議員代理人參拜靖國神社。 
1999 年 8 月 15 日，8 名內閣大臣和 54 名國會議員集體參拜了靖國神社。 
2005 年 10 月 18 日，日本一百多名國會議員參拜靖國神社。 
2011 年 8 月 15 日，日本自民黨總裁谷垣禎一等 52 名國會議員 15 日上午參拜了靖國神社。 
2012 年 10 月 18 日，日本 67 名議員參拜靖國神社  
2013 年 4 月 23 日,由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組成的「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之會」168 名成員

集體參拜了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 
2013 年 8 月 15 日，由「大家一起來參拜靖國神社議員之會」組織的集體參拜靖國神社活動在 15 日上

午開始，總數 190 名(其中代理人 101 名)的國會議員和代理人參加了參拜活動。 
2013 年 10 月 18 日,日本總務大臣新藤義孝和 159 名國會議員參拜靖國神社。 
 
3. 日本軍國主義積極準備  

在 近幾十 年，日本的軍費開支一直在世界前幾名，而它把 只用十幾年的完好戰艦「退休」，這在世

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從而積攢了龐大的陸軍、海軍、空軍的裝備。同時日本的豐田（Toyata）、三菱 
(Mitsubishi)、川崎(Kawasaki)、富士(Fuji)、東芝(Toshiba)等大型軍工株式會社，封存和維護了製造

各種武器的設備和 工廠車間，日本隨時能啟動龐大的軍工製造體系。 

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由於沒有 徹底清算軍國主義的思想基礎，德國因此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德國對納粹罪行承擔永恆的責任，對納粹大屠殺遇難者的紀念活動要一代一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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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下去，年輕人必須知道、然後同軍國主義、法西斯極端勢力作堅決的鬥爭。德國建立戰爭受害者賠

償基金對受害者予以賠償。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政府官員參拜靖國神社，修改和平憲法，強推保密法, 爭取出兵和作戰權，修改教

科書，徹底否認二戰侵略史，推翻武器出口三原則，推翻不擁有核武器的原則。為軍國主義的徹底復

辟，奠定了理論和操作的基礎。日本 沒有對受害國人民道歉，沒有建立戰爭受害者賠償基金對受害者

予以賠償。日本在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覆轍，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裝備和軍力、理論和 
輿論、外交和全國動員上，進行充分的規劃和準備，開動了戰爭機器。 

以中國為目標已無法滿足安倍,安 倍將矛頭指向美國,安倍的助手們近來竟頻繁公開批評美國政府。前

日本首相森喜朗 2014 年 2 月 9 日在俄羅斯索契冬奧會媒體中心召開新聞發布會時稱英語是 「敵國語

言」。即使在日美同盟成為日本外交關鍵詞的現在，依然有很多日本人視美國人為敵人。日本前東京

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對美國說不」之所以能在日本人 氣爆棚，也從側面反映出了日本人慾擺脫進而

對抗美國的迫切心態。安倍將撕開日美裂痕。 

歷史已在殘酷地重演。曾有學者預 測日本將偷襲珍珠港、打垮美國太平洋艦隊，但美國政府不重視，

結果美國太平洋艦隊遭受日本重創。現在，要把美國趕出太平洋的，是日本；要重創美國太平洋艦 隊
的，是日本；要想吞併中國的，是日本；要想吞併亞洲的，是日本；要把戰爭的災難帶給世界的，是

日本！ 

4. 中國兩個立法抗擊日本軍國主義  

2014 年 2 月 27 日，中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將 9 月 3 日確定為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將 12 月 13 日確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 公祭日。這是正義的號角，這是向

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發出的怒吼。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抵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決不允許日

本挑戰二戰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 

5. 不買日本貨，抗擊日本軍國主義  

日 本要走軍國主義的道路，歸根結底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基礎。我們要將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思

想，貫徹到我們的實際行動中去，從我做起，從我們的家庭做起， 不買日本貨，不買日本車、不買日

本電腦、不買日本電視、不買日本冰箱、不買日本空調機、不買日本音響、不買日本手機、不買日本

手錶、不買日本計算器、不買 日本化妝品、不買日本食品、...! ，不賣日本貨，削弱日本的經濟基礎，

抗擊日本軍國主義！ 

我手裡捧著這一小碗白米飯，這是和平的白米飯，我們要珍惜，我們要捍衛。我們共同努力，不買日

本貨，不賣日本貨，堅決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直到我們取得 後的勝利！ 

 

勿忘「南京大屠殺」與張純如   何筑笙 
芝加哥和統會理事長 

一、源起  

1937 年 8 月到 11 月，國軍在上海與日本已經進行了近三個月慘烈而膠著的戰爭。在日軍的迅猛追擊

下，國軍的撤退變成了無比混亂的潰逃。軍事委員會此時深感事態嚴重，在三次開會討論南京防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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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會議上多數將領認為部隊亟需休整，而南京在軍事上無法防禦，建議僅僅作象徵性的抵抗，出

於內政和外交上的考慮，蔣介石 終決定「短期固守」南京 1 至 2 個月。 

11 月 20 日，中華民國政府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政府機關、學校紛紛遷往內地，很多市

民也逃離了南京。本著人道主義精神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西方僑民成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他

們提出在南京城的西北部設立一個給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區。 

日本原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滅中國軍隊的主力，從而迫使中國政府屈服。然而，日本上海派遣軍在淞

滬戰場苦戰三個月，受到了慘重的損失，日本決策層在是否直接進攻南京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進攻

南京的作戰開始後不久，瘋狂前進的作戰部隊就把輜重部隊遠遠拋在身後，由於日軍原本沒有深入內

陸作戰的後勤準備，部隊立即面臨著糧食供給中斷的嚴重問題，日本軍司令部於是下達了實際是要部

隊搶劫的「就地徵收」命令。日軍在搶劫中通常伴隨著姦淫婦女的暴行，為了掩蓋自己搶劫和強姦的

罪惡，日軍除了殺死受害人，還經常放火燒毀整個村莊。所以，下級官兵們為了保護自己，毫不考慮

的殺掉無辜的中國百姓，這才發展為「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導火線。 

二、暴行  

日軍攻佔南京時在戰場上俘虜了數萬中國官兵，在日軍高層的授意下，這些俘虜都被集體屠殺。此

外，日軍還對那些換上便衣混入民間的中國潰兵進行了徹底的搜捕，凡是被認為有士兵嫌疑的人都被

抓起來，繼而遭到集體屠殺。數萬中國平民在日軍搜捕潰兵的時候受到牽連被一同屠殺。在佔領南京

後的幾個星期裏，日軍毫無約束地在城內外遊盪，隨意殺害平民，被日軍強姦、搶劫的受害人也往往

被日軍殺死滅口。被日軍屠殺的中國官兵和平民在 30 萬人以上。日軍對解除了武裝的中國軍警人員以

及他們認為是可能參加過抗日活動和適合兵役年齡的中國青壯年，進行過若干次大規模的集體屠殺。 

據估計，在日軍佔領南京之後一至兩個月內，約有 8 萬名中國婦女遭到日軍強姦。日軍不分晝夜並在

受害婦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強暴，被強姦的婦女甚至包括 12 歲的幼女、60 歲的老婦，乃至孕婦。很多

婦女受到了輪姦，有些婦女甚至會被日軍強姦數次，類似的事件往往導致有婦女受不住日軍的折磨而

死。受害人或是試圖保護她的親屬如果稍有反抗，往往就被日軍殺死，母親身邊的孩子因為哭鬧也經

常被日軍一併殺害。此外，日軍還強迫亂倫行為，不從就加以殺害。 

南京淪陷之後的六個星期之內，日軍幾乎侵入了城內所有的建築物。據統計，城內外 23.8%的建築被

縱火焚毀，63.0%的建築遭到劫掠，因各種原因遭到破壞的建築合計 88.5%，這些破壞絕大多數都是日

軍在佔領南京後造成的。  

中國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奪。據統計，南京市共損失古物 26584 件，計商代青銅器、玉器等珍貴文

物，字畫 7720 幅、書籍 45979 冊。 

三、戰時日本當局的新聞審查  

戰爭期間，日本當局對日本國內媒體施行嚴格的新聞審查，回國的日本官兵也被命令對在戰爭中的罪

行禁口，這使得大多數日本國內民眾對南京大屠殺一無所知。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後，日本媒體隨軍記者發出的稿件和照片都要經過日本軍方和當局的嚴密審

查，凡是對軍方不利的一律沒收，違規的記者要受嚴厲處罰。日本傳媒還被嚴厲禁止轉載中國及西方

媒體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  

四、張純如的努力  



1994 年，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張純如，因為參觀了在加州抗戰史實維護會舉辦的南京大屠殺照片展覽

會，再想起平時她爸爸媽媽給她講的關於日本侵害中國的往事。就激起了她想多搜集一些這方面的資

料。沒想到，她居然查不到更多的資料。她對西方世界長期漠視南京大屠殺這一慘痛歷史深感震驚和

氣忿，她覺得有需要公佈和記錄南京大屠殺。這樣一個驚駭的事件，在亞洲以外的世界裡並沒有像原

子彈在日本爆炸，或是猶太人大屠殺那樣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在美國，知道的人更是寥寥無幾。  

1997 年，她經過在南京實地訪問受害者，參觀受害地。經 3 年的努力寫作，出版了《南京暴行：被遺

忘的大屠殺》，敍述二戰期間日軍的南京大屠殺，書一出版，立即成為美國 暢銷的非小說書籍，並

在國際史學界引起很大注意和討論，也引起美國公眾和政府對該主題的重視。該書更是登《紐約時

報》暢銷書排行榜。她並參加各種辯論會，史學研討會，和美國，日本的政客進行激勵的辯論。因為

此書的流行和巨大影響，一些日本右翼人士及其支持者對她進行了反覆的攻擊。  

因為她全神的投入，已把自身融入了南京大屠殺的世界，而不能自拔，患上了嚴重的優鬱症。終於

2004 年 11 月 9 日自殺身亡。  

她的爸媽，是我台大的前後期同學。2011 年 10 月，我曾邀請她媽媽張盈盈來芝加哥演講。  

我們高興的是，如此重大的事件，居然能有我們的下一代來完成，而且是以驚天動地的方式來完成。

她的來到世間，無疑於現代的聖女貞德。 

五、我們的覺醒  

二戰前和一戰後，當時德國就是不服氣德國的戰敗，加上美，英，法，忙於自己國內的復興，無暇多

顧。希特勒見有機可乘，唆動人民的愛國心，發展軍備及武器。終於嬢出二次世界大戰。如今日本也

是絕不承認日本發動戰爭的錯誤，也不服氣戰敗。就是當年德國的樣本。可惜的是，美，英，法等大

國，也記不清歷史。只有我們自己，記取教訓，必須有所警惕和準備。 

六、 新發展  

2 月 25 日，北京人大通過提案，將 9 月 3 日定為對日抗戰勝利日，12 月 13 日定為南京大屠殺紀念

日，並將於 2015 年，與俄羅斯共同慶祝二戰勝利 70 周年。雖是已經過了 69 年才來到，但也是好

事。我們芝加哥華人僑界應即早準備，迎接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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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 透視日本軍國主義   韋玉華 教授 
海外中山學社永遠榮譽理事長，世界華人和平建設協會主席  

芝加哥和統會顧問、理論研究部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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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舉理彰•勇顯力強•智謀策高  宗鹰 
打贏領土主權捍衛戰和對東方納粹復活阻遏戰  

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前秘書長，芝加哥和統會顧問、理論研究部高級研究員  

中國與安培和日本右翼的較量，進入一個新階段。對日本採取必要的經濟制裁和適當抵制日貨，是重

要而有效的戰術環節。任何戰術環節與整體戰略相結合，方能彰顯意義，發揮作用。 

目前，安培及其政府正在把事態「升級」「推進」。「拜鬼」狂浪未平，篡改歷史教科書風波又起。

環環相扣，亦步亦趨。事實揭示，製造「購島」風浪，其實是日本右翼總體戰略的「序幕」。妄圖炮

製「中國威脅論」，毒化國內情緒和國際氛圍。在國內煽起民眾的「愛國」為表的極端民族主義。在

國際鼓噪「積極和平主義」，謀求包圍孤立中國。歸根結底，就是東方納粹還魂復活。 

相應地，反制阻遏東方納粹還魂復活鬥爭也升級。中國國務委員、外交部長、外交部發言人接連發出

抗議，駐多國大使公開批駁揭露，再在聯合國安理會和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等國際會議批駁揭露。情

勢表明，由海島領土主權的捍衛戰，升級為對東方納粹還魂復活的阻遏戰，而且兩者緊密相連。 

大義、大勇和大智相結合是制勝的根本法寶。 

義舉理彰。民族大義、國際正義和社會公義相融。中國被日本侵略掠奪，爭回和捍衛海島領土主權，

中華民族大義昭然。中日海島領土主權之爭，肇始於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糾結於東方納粹的侵略，膠

著於東方納粹陰魂不散妄圖復活。「聖化」東方納粹，否認侵略歷史，必然把掠奪別國領土、海島視

為「已有」「正當」，更必然無視二戰後國際秩序，這是日本根本癥結。要奪取海島領土主權捍衛戰

的勝利，務必贏得對東方納粹還魂復活的阻遏戰。 

涉及國與國領土主權紛爭，國際社會往往難以干預或不願涉足。阻遏東方納粹還魂復活，則更易於情

通共鳴、同仇敵愾。德國納粹曾經進行「大屠殺」，至今為歐洲各國為之深痛激憤。東方納粹日本，

在中國「大屠殺」大為超過德國納粹。在東北進行慘無人道的「活體實驗」。在海拉爾全部集體屠殺

數以萬計中國勞工。佔領南京，燒殺掠奪，姦淫肆虐，特大屠殺，滅絕人性。當時德國納粹中國地區

黨代表拉貝都看不過眼。希特勒 1938 年向納粹高級軍官講話，也不得不認為要反思日本在南京大規模

屠過於粗暴野蠻。戰後日本沒有認真反省清算。 

安培晉三參拜靖國神社遭到國際國內痛斥之際，在《新年感言》口出狂言：「奪回『強大日本』的戰

鬥才剛開始」。這堪稱其「日本軍國夢」「東方納粹夢」的自白書。一個正常國家要強大，國之常

情，民之良願。日本既沒有真正承認和清算侵略戰爭罪行，也 沒有承擔戰敗國責任，能是個正常國家

嗎？既不是，就不具備正常國家的常情良願。 

識破這段狂言的實質，更要追究一下，他為之「戰鬥」的是甚麼性質「強大日本」？是良性的向前性

的還是惡性的倒退性的？日本徹底承認並清算侵略戰爭罪行，如同德國一樣成為國際社會認同的正常

國家，有可能建立良性的向前性的「強大日本」。安培呢？用一個「奪回」詞語泄露了曝光了其倒退

性玄機。過去沒有過、現在還沒有的「強大日本」，無所謂「奪回」。有過而失去才要「奪回」。失

去甚麼「強大日本」？顯然是二戰前與二戰時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強大日本」，被國際社會視為東

方納粹的「強大日本」。如此「奪回」，實是「重溫」「還魂」「復活」同義語。說白了就是復活軍

國主義，重走東方納粹的老路。國際輿論對此越來越多質疑。 

在這個主題話語上，中華民族大義，與國際正義和社會公義融然一體。不但為中韓等深受其害的鄰國

不容，被相關國家所嫉，被國際社會所不齒。曾經縱容日本的美國並不願不容東方納粹復活威脅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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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要加強管控。英德等歐洲國家也在敦促日本正視歷史。中國下好這步大義之棋，是重大的戰略

決策。形成國際正義和社會公義與中國大義交織成的阻遏戰壕，日本必然難以招架，更難突破。 

勇顯力強。以戰略上藐視東方納粹復活夢的氣概，敢於面對和遏制「頑敵」。日本在軍事、經濟和外

交仍有一定強勢，而且一貫強蠻。當然，不管如何強勢強蠻，已非當年那樣為所欲為。中國已不是當

年任人欺凌侵佔的中國。中國有足夠大勇，發揮政治、經濟、國防、外交、科技等等綜合國力克敵制

勝。既有強大的應急力，也有足夠的反制力，還有堅實的持久力。經濟制裁、抵制日貨，日本的「強

勢」就會轉弱。也防兩面刃效應，經濟制裁日本也會給中國經濟帶來一定困擾。重要的是，要勇於敢

於克服一時之消極影響，而奪取積極效果。 

大勇更需要敢於破局，牢牢把握主動態勢。釣魚島局勢，在相當時期里，日本處於主動態勢。民間

「保釣」可以彰顯義理，但難於改變日本主動態勢。中國海警巡航常規化，防空識別區設置，逐漸奪

取主動態勢。從沒有巡航到常規巡航。從沒有防空識別區到設立。這必然招致各種是非干擾。認準了

就鼓足勇氣去做。目前日本被動忙於應對。中國更需穩紮穩打，讓日本嘗到防空識別區絕非虛設滋

味，做好管理執法，完全掌握主動態勢。 

智謀策高。斗勇更鬥智。安培不但是蠻纏對手，也是詭計多端對手。無需高看他，也不能低估他。其

陰謀的核心是設下陷阱誘人自陷，力圖藉以把其失道寡助幻變為「得道多助」。在國內，在釣魚島主

權問題上，許多日本民眾受到長期矇騙，一時難以改變。但無論修憲、擴軍、拜鬼、篡史，阻力都不

少。過半數民意反對拜鬼。他極力設法讓中國陷進其「無理」陷阱，從而讓自己搖身一變成為捍衛日

本民族利益的「愛國者」。要阻遏東方納粹還魂，採取對安培與日本右翼各種措施，既要擊中其要

害，又要盡量區分他們與日本民眾的利害，不讓日本各階層同他共穿一條褲子。國際上他也遇到不少

制肘。各國完全同一口徑不太可能。有些國家雖防納粹還魂，又與中國有不同性質不同程度利害矛

盾，而與日本有不同性質不同程度利益關係。其如意算盤是利誘某些國家而利用挑起他們與中國的衝

突，讓他自己打扮成「得道者」，讓中國陷進其「失道」陷阱。故意製造一些事端和話題激怒中韓就

是其中一招。如果怒而失謀，正中陰計。破除其陷阱，中國既需要有高明的大局謀略，也需有謹慎有

效的局部舉措。 

以對東方納粹還魂復活的阻遏戰造勢和引領，以領土主權捍衛戰助勢和推動，既發揮應急力又堅固持

久力，終將獲得完勝。人們深信，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國 高領導層，正在也必將：智清神定，略

精策高，謀定堅行，勇而制勝。  

默哀  非馬 
著名作家、詩人、翻譯家及藝術家、芝加哥和統會顧問 

默哀 

──在芝加哥九一八紀念會上 

 

閉起眼睛 
 

卻看到 
 

千萬隻圓睜的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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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默一分鐘 
 

卻聽到 
 

八年裂耳的慘呼 
 
 

但此刻爬過我們臉頰的 
 

已不僅僅是 
 

四十五年前淹沒南京的血淚 
 

此刻火辣辣爬過我們臉頰的 
 

是在日本教科書上 
 

以及兩天前的貝魯特難民營 
 

先後復活的 
 

全人類的羞恥 
 

1982。10。1 

 

還我債來！ 

──響應向日本索賠 

 

胡亂貼上 
 

「以德報怨」或「友好親善」的 
 

狗皮膏藥 
 

便以為可止血消膿 
 

清潔溜溜不留瘡疤 
 
 

天下哪有這樣白吃的 
 

血腥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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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輕輕一揭 

 
便赫然看到 

 
血氣蒸騰的萬人冢中 

 
斷手缺腳的白骨 

 
仍在那裡作 後的掙扎 

 
嘿嘿的獰笑聲里 

 
張得大大的無辜的嘴 

 
仍在揪心扯腸地哀號 

 
 

怒火迸裂的眼窟 
 

將如烈陽日日燒炙 
 

我們自私怯懦的靈魂 
 

千萬隻磷光閃閃的手 
 

將夜夜伸向 
 

我們健忘苟且的心— 
 

還我債來！ 
 

附註：不但日本欠了中國一大筆債，我們活著的人更欠了死難的同胞一大筆債。只 有堅強地團結起

來，向日本討回血債，使其像納粹德國一樣承擔戰爭罪責，讓軍國 主義不敢輕易再度抬頭，我們的肩

上才會比較輕鬆。 

1987。12。25  

愛是你永遠不用說 

 

『抱歉』這兩個字在日文里不知如何發音 
 

想必重濁費勁 
 

不像『馬鹿野郎』那麽清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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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溜溜順口 

 
日本男人是出了名的好色 

 
說不定他們真把一場血淋淋的侵略戰爭 

 
也當成組團出國 

 
淋漓痛快 

 
進進出出的 

 
性之旅 

 
刺刀 

 
噗哧噗哧 

 
槍彈 

 
啪嗒啪嗒 

 
大炮 

 
轟隆轟隆… 

 
 

而強姦即性 
 

性即愛 
 

而愛是 
 

愛是你永遠不用說抱歉 
 

1992。11。6 

中國人民不可欺，世界人民不可侮  陳羨韶 
正義必將戰勝邪惡，安倍的圖謀決不會得逞!  

協勝公會主席、芝加哥和統會顧問 

I am here today to condemn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for visiting a shrine that 
honors war dead including convicted war criminals in WW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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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men were the ones who ordered and oversaw Japan's brutal war in China and South 
East Asia. It was a war in which millions died, in which there were widespread massacres of 
civilians, in which rape was routinely used as a weapon and where Japan used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civilians.  
 
If the shrine is so offensive to China why did Mr Abe go?  
 
Mr Abe is "showing he is a tough guy", that he is not afraid of China.  
 
He wants to radically revise Japan's post-war constitution.  
 
Mr Abe believes he is the man to complete the historic task of getting rid of the hated 
"peace constitution".  
 
He also wants to challenge the world that the convicted war criminals in Japan are 
considered as their heroes and was enshrined highly at home.  
 
With this attitude, Japan is trying to rebuild the militarism in Japan and to see what the world 
can do about it ?  
 
今日，我在這裡是譴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供奉靖國神社。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長堤，廣島先后放下二枚原子彈後，日本天皇就下令日本所有軍民，立即放

下武器無條件投降，接受聯軍任何懲罰，當時中國執政的蔣委員長，以大仁大義的愚人之舉，宣佈

“不要求戰敗國日本，任何賠償，毀我國大半山河，殺我國千萬同胞，蔣委員長也不計較，還是優待

戰俘，善待他們，安全護送他們回國”。 
 
69 年來，日本得到超級強國，美國的多方面援助，支持，日本經濟飛步，科技突進，財雄也勢大了，

他們不但不感恩圖報，反之狠子野心又來了，又思念複辟軍國主義了，這次以日本首相身份供奉靖國

神社，安倍晉三就是向全世界人民挑戰，殺你家千萬同胞的戰犯，是我家的崇拜英雄，你能奈我如何

嗎的意思，你又能夠做甚麼事嗎！  
 
我覺得抗議也是耳邊風的事，勞民傷財也無濟于事的事！  
 
我覺得要呼籲凡我世界正義平等的民眾和愛和平的國家要聯合起來，以實際行動杯葛日本貨，不買日

本貨也不賣日本貨，不接受日本定單，不到日本旅遊，也不歡迎日本人的探訪給與旅遊簽證，雙管齊

下，官與民合作才可有成功之希望呀 !  
 
中國如此，東南亞洲國家如此，美國也如此，世界聯手，才可以徹底打跨日本仔的狠子野心，複辟軍

國主義的念頭。 
 
中國不再是懦弱的國家，中華民族不再是被人欺負的民族 !  
 
我們也不再是東亞病夫， We are no longer the sick man of Asia !  
 
中國人民不可欺，世界人民不可侮，正義必將戰勝邪惡，安倍的圖謀決不會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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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Peace Conference and Japan’s Design on China  Dr. Yizhong Sun 
孫益重博士 

When the WWI began (1914), the Japanese declared war on Germany in order to take over 
German concessions in China. ‘When there is a fire in a jeweler’s shop,’ according to a 
Japanese diplomat, ‘the neighbors can’t be expected to refrain from helping themselves.’ 
This shows a key defining feature of Japanese culture. According to a famous Japanese 
historian, there has not much moral fiber of propriety in Japa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January 1915, Japan delivered to China a harsh set of 21 demands for new concession 
that would have effectively turned large parts of China into Japanese colonies, US Secretary 
of State William Jennings Bryan protested mildly but undermined his own protest with the 
admission that ‘territorial continuity creates special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se 
districts [in China].’Japan felt their requests were justified, more so after Bryan’s ‘territorial 
contiguity’ phrases. US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asked Bryan to tell Japan’s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uch demands were incompatible with Chinese independenc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n open door to the world.’  

During the war, the Japanese had been promised title to German islands in the North Pacific 
and the German concessions in Shandong Province of China by a secrete treaty with Great 
Britain, and they hoped to use American entrance into the war in April 1917 as a lever to pry 
some recognition of these concessions out of Washington.  

In September 1917 they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a special delegation headed by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Kikujiro Ishii. His mission was to obtain an American guarante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try to influence China against Japan and that it would recognize Japan’s 
sphere of influence in South Manchuria and Inner Mongolia. Wilson overruled Japanese 
demands and affirmed the Open Door policy.  

On November 2, 1917, the two countries signed a memorandum between Ishii and US 
representative, Robert Lansing a counselor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According to the 
memorandum, both governments supported the Open Door but declared that ‘territorial 
propinquity created special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It also sta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d Japan’s ‘special interests in China, particularly in that part to which her 
possessions are contiguous. Based on this agreement, Japan justified tightening their grip on 
Shandong in 1917 and demanding further concession from China in 1918.  

After the armistice on November 11, 1918 ended the war with Germany’s defeat, 
anticipation in China ran high. There were triumphant parades in Beijing, and an exuberant 
crowd demolished the memorial that the Qing had been forced to raise in honor of the 
Germans killed by the Boxers. The Beijing government was now headed by yet another 
Beiyang-faction president and premier; Duan Qirui had resigned in October 1918, but before 
doing so had used the huge Japanese loans to enhance his own military power and had 
continued to build a network of secret deals with the Japanese.  

The Chinese delegation to the postwar treaty negotiations in Paris, sixty-two member strong, 
was headed by 5 capable diplomats who had never been fully briefed on what to expect. 
They were greeted at Versailles by the shattering announcement of the chief Japanese 
delegate that early in 1917, in return for Japanese naval assistance against the Ger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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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taly had signed a secret treaty guaranteeing ‘support [of] 
Japan’s claims in regard to the disposal of Germany’s rights in Shandong’ after the war.  

On April 30, 1919,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agreed with British PM David Lloyd George and 
French Premier Georges Clemenceau to transfer all of German’s Shandong rights to Japan.  

This decision set off the May 4 Movement in 1919. Chinese students and demonstrators, by 
surrounding their nation’s delegation in their Paris hotel, had forcibly prevented the 
delegates from attending the signing ceremonies. The Versailles Treaty ended up without 
China’s endorsement.  

In the 1920s, Japan briefly went through a period of democratic experiment, and there was 
a pause of expansionist drive. The Great Depression after 1929 renewed Japan’s sense of 
vulnerability. Japan has never had much natural recourses and had to depend on the 
outside world not merely for prosperity but even for survival. Japan had to look for overseas 
resources and markets. In 1931 and 1932 the Kwantung army took over Chinese Northeast 
(or Manchuria to the west) and set up ‘Manchukuo’ under the nominal rule of the last Qing 
emperor, Puyi. The ‘Manchukuo’ would serve as the launching pad for a militarized Japan to 
plan a full scal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starting July 7, 1937.  

From this brief history, we can conclude that we have to fight for our own freedom. The west 
has never been reliable despite its rhetoric about promoting justice and self-determination. 
Fortunately for us, the generation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had risen to the challenges, 
organized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kicked out the Japanese in 1945.  

經濟上的發展受挫，軍事上的擴張抬頭   王堅 
通過深入研究歷史來理解日本右翼勢力的所作所為  

芝加哥和統會副會長 

安倍晉三再任日本首相後，又是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又是主張修改由美國幫助制定的和

平憲法， 近又聲稱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以安倍晉三為代表的日本右翼勢力，頻繁挑起爭端，加重了

國際緊張局勢。右翼勢力在日本只是極少數，但是他們卻綁架了日本政壇，力圖左右日本政局的走

向。 

日本右翼保守勢力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看它的過去，就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現在，就可以預測它

的將來。日本在歷史上，諸侯林立，爭戰不休。貴族和武士居於社會上層，武士可以任意殺戮底層日

本民眾，廣大農民深受剝削，連商人都受武士的壓迫。明治維新後，商人升到社會上層，平民也獲得

政治權力。在日本國內失去壓迫對象的武士階層，首先想到的是對外擴張，將殖民地人民當做自己的

壓迫對象。日本的經濟發展和軍事擴張同步進行，朝鮮和中國台灣相繼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在二戰

時，日本社會軍國主義化，日本走上全面軍事擴張的道路。 

二戰後，日本走上經濟擴張的道路，日本企業在全球範圍爭奪市場。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日本經濟達

到巔峰，日本企業在全球收購房地產，大有氣吞世界之勢。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

經濟徘徊不前，但在國際政治上的擴張卻沒有中斷，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同時，在軍

事上的擴張傾向也漸露頭角，積極出兵海外。兩大右傾保守政黨壟斷日本政壇，缺乏有效的制衡，日

本在政治上正在回歸右翼鷹派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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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日本的軍事擴張是為了轉嫁國內矛盾。現在，日本改革難以走上正軌，國內問題重重，日本政

府想用製造「中國威脅論」來轉移視線。同時日本資源貧乏，通過海外擴張可以獲取東海的石油資

源。漁業資源也是日本的重要考量，台灣漁船和漁民時常被日本扣押。 

日本周邊國家在歷史上都遭受過日本的侵略和進攻，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對許多國家都犯下滔天罪行，

欠下了無數的血債。現在，日本極少數右翼分子，不僅不以史為鑒，反而伺機而動，妄圖重蹈覆轍。

這種行徑理所當然地引起周邊國家的警惕和憤怒，也激起世界各地愛好和平的廣大民眾的強烈抗議。

美國政府則直接警告安倍，稱對安倍採取加劇與鄰國緊張關係的行動感到失望，並提醒安倍對歷史作

出懺悔以及信守對和平的承諾。 

二戰結束前，日本在幾十年的軍事擴張中獲取大量的土地。世界各國聯合反擊日本侵略，隨著蘑菰雲

的升起，日本在二戰中全面失敗，不僅失去在侵略中獲得的土地，同時還丟失了北方四島，日本本土

也是一片廢墟。如果日本現在不認真面對自己在二戰中的侵略史實，一味歪曲歷史，美化侵略，重走

擴張的舊路，重新與周邊國家為敵，那樣必將會再一次將日本帶入孤立和失敗的深淵。前車之鑒，豈

可不慎。 

《八年『三光』千載難忘》  葉恒青 
美加中華詩詞楹聯學會會長、中華會館延年雅集耆英中心老人代表 

編者按：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罪惡滔天， 在南京大屠殺，而在區區的第一僑鄉台山又 如何？我控诉日寇

罪行一樁樁： 
 

(一) 
 

軍國主義罪惡極，錦繡中華遭『三光』。 
 

『速戰速決』蛇吞象，三月要把中國亡。 
 

駭聞南京大屠殺，僑鄉農村亦遭殃。 
 

物阜年豐財丁旺，台山本是好地方。 
 

鬼哭神號警報響，當年敵機炸城鄉。 
 

鐵路被炸公路斷，交通如千孔百瘡。 
 

日艦占上下川島，入侵掠運乃平常。 
 
 

(二) 
 

民國三十年三月(三月三日)， 
 

拂曉突襲我南疆。 
 

下午四時達縣內，居民疏散甚倉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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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鐵闡門鋤牆　，瘋狂施暴殺燒搶。 

 
無數財物被掠奪，鋼材鎢礦及食糧。 

 
 

(三) 
 

民國三十年『九廿』 (九月二十日) ， 
 

日寇又犯我南疆。 
 

狠狠打擊日本鬼，平民壯丁保家鄉。 
 

敵人機槍迫擊炮，我方大刀加步槍。 
 

敵強我弱死傷重，同仇敵慨不畏強。 
 
 

(四) 
 

民國三十二年夏，慘絕人寰野心狼。 
 

駭聞三社大屠殺，罪惡滔天施『三光』。 
 

生殺活燒逾七百，男女老少難逃亡。 
 

被燒房屋五三一，三座學校五祠堂。 
 

一日之間成焦土，內外鄉親豈能忘！？ 
 

八年抗戰五淪陷，第一僑鄉盡荒涼。 
 

年年紀念時時講，『三光』罪證一行行。 
 

掩耳盜鈴改歷史！？道歉賠償理應當。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 透視日本軍國主義  Mark Su 
北美文學網主編 

中國有句古話「土基著水，返土重原」，講的是自然界一個現象：自然現象和人類一樣，遇到相同的

條件時，就會有相同的事情發生，就是所謂的重蹈復轍。 

今天，抗日戰爭已經過去近 70 年，歷史的車輪，已經滾滾向前半個多世紀，有些歷史的悲劇，還會不

會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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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近以來華人普遍關心的一個國際問題。這些年來日本的幾個上任首相，都不顧中國人民和許多

日本人民的感情，供奉靖國神社，似乎在向外界釋放要復辟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的信號。中國人

民，世界人民都不得不警惕：以首相為主的一些日本政客和右翼分子，會不會找機會重蹈覆轍，侵犯

中國，向外擴張？ 

個人的悲劇，往往是不改變自己，重複老毛病，導致重複失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讓歷史重

演，那麼也是國家和民族的悲劇。如果日本國內復辟軍國主義的叫囂演變成對中國和亞洲的再次擴

張，那麼，日本就會給中國人民，同時也會給日本人民帶來新的悲劇。 

什麼是新的悲劇？日本向中國擴張，中國人民當然會奮力抗擊，二者相鬥，二者皆傷，這是一個自然

哲理。豈不是給兩國人民都帶來傷害？試想一下，二戰之後 60 多年的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的強國，

日本的擴張，會能得逞嗎？我們奉勸日本軍國主義論者，一場打不贏的戰，不如不打。 

當今的世界，國際格局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二次大戰後，日本在美國的幫助之下，國力，軍力都有很

大恢復和發展。但日本不要忘了，今天的中國，已經與抗日戰爭時今非昔比，中國的國力，已經上升

世界前矛，中國的軍事，也已經非常強大。但強大不一定就要欺負別國。我出國之前，曾在北京的國

防科技單位工作過，記得有一次我們開課題論證會時，我們的研究院總工程師對我們說「我們來這裡

討論研製國防型號，目的不是要研製武器打別人，而是用來防禦，也就是說，我們的導彈放在那裡，

不是用來打別國的，而是用來防止別人打我們」，中國如此，我們告誡日本，不要以為自己有武器，

就可以輕易打別人。 

當今的世界，技術在進步，人類的文明也在進步，日本如果復辟軍國主義,就是人類文明的倒退。戰爭

已經不是和平的手段，對別國的擴張更是對人類正義的踐踏，我們嚴厲譴責日本安倍首相供奉靖國神

社，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跟反對復辟軍國主義的倒退行為。 

做為一個身居海外的華人，我們對安倍拜鬼，軍國主義復辟有什麼樣的感覺？我們不談別的，只談在

海外生活的華人。從總體上來講，他們大多數都是熱愛自己祖國的，安倍的行為是傷害他們的民族情

感的。海外華人，年長的歷經過上世紀二次大戰那段痛苦的戰爭經歷，他們一定會珍惜今天的和平，

珍惜今天華人的國際地位，對軍國主義說「不」。就我個人而言，從小學開始就不斷在教科書學習到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那段血的歷史。我們那一代人，從小的心靈，就對日本侵越中國對中華民族的傷

害，打上深深烙印。今天，如果日本軍國主義復辟，我們心中那都段烙印，會勾起我們對歷史的回

憶，激發我們重新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行動。從小學起，在中國，我寫過許多打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作

文。幾十年後的今天，在美國，我們不得不再次拿起筆，來寫這「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的文章。 

我們所做的，是為了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做為一個身居海外的華人，我們能做什麼？前幾天在一個聚會上，筆者和芝加哥和統會長李紅衛聊到

這個問題，李會長說：「我們可以每個周末，派兩個人到唐人街，向過路人散發傳單，抵制日貨」。

這樣的事情，我們可以做到，每周一次，堅持半年以上，一定會造成影響。 

做為一個身居海外的華人，我們對這個政治事件，應該做什麼？每個愛國的海外華人，都可以用自己

的方式，參與和表達自己的看法，至少可以為反對安倍的倒行逆施行為製造政治和社會影響出力。在

這方面，芝加哥和統會已經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們在芝加哥的華人，至少可以像上次和統會組織的到

日本駐芝加哥領事館外抗議安倍拜鬼的活動一樣，參與表達抗議。今天，我們每位在坐的來賓，坐在

這裡開討論會，就是 好的行動。 

因為，我們每位演講嘉賓的發言，都濃縮了他們對中國的思想和感情，會對在坐的嘉賓，帶來影響和

啟發。我作為北美文學網的主編，一定會把今天我們活動的情況，傳遞給外界和社會，包括中國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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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讀者，因為北美文學網不但在美國，在大陸也擁有一定讀者，那麼我們今天的座談會，一定是對這

個事件，做出貢獻。 

不但如此，我自己和北美文學網，還會繼續參與反對安倍拜鬼的活動，一如既往的支持芝加哥和統會

的活動，因為這些活動，就是我們表達自己愛國情感的機會。這些活動，就是我們影響他人，凝聚華

人團結的機會。 

海外華人絕不容許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張大衛 
《芝加哥華語論壇》社長，芝加哥和統會顧問 

傳統的中國馬年春節即將到來。大芝加哥和全球各地華人都在緊鑼密鼓地籌劃迎接和慶賀中國新年，

互相致以新春的問候和祝福，希望在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再創新的業績。在興高采烈歡度節日

的時候，廣大華人不忘居安思危，為一個時期以來以安倍為代表的日本右傾勢力的急劇膨脹和對世界

和平的潛在威脅感到極大的擔憂、憤慨和關注。他們認為，只有堅決制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徹底

剷除這一當前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 大障礙，才能有一個和諧、穩定和不受戰爭威脅的環境，世界人

民也才能夠爭取自己的幸福生活，把節日的美好祝願變成為現實。 

安倍上台以來，一直有計劃、有步驟地在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從兩年前的「購島」

鬧劇，到一再聲稱要修改「和平憲法」；從修改歷史教科書掩蓋和否定侵略歷史，到參拜供有二戰甲

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從修訂《防衛計劃大綱》、《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強行通過《特定秘

密保護法案》到不斷宣稱「中國威脅論」頻繁走訪拉攏亞洲國家圍堵和遏制中國。。。。。。其一系

列的言行和作為，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就是要翻二戰歷史的案，要把日本變成為所謂「強大國

家」，即有力量可以實現日本因戰敗而破產的以武力統治亞洲和世界的野心。 

曾經為二戰出資出力、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與各國人民一道浴血奮戰，經受了巨大磨難和犧牲的全球華

人，深深懂得和平的來之不易、軍國主義的殘暴和對人類社會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壞及由此產生的歷史

大倒退。全球華人以保衛釣魚島和抗議日本右翼拜鬼等為標誌的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行動此起彼

伏，一浪超過一浪，從未停止。這是全世界反對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一條不可或缺、極為重要的戰

線。 

包括廣大華人在內的全世界人民和以安倍為代表的日本右傾勢力之間的鬥爭，絕不僅僅是一般的領土

歸屬之爭或歷史認識或意識形態之爭，而是究竟要不要維護二戰後的國際秩序，要不要維護聯合國憲

章的尊嚴和各國究竟要繼續沿著當前和平發展的道路前進，還是使人類社會倒退到二戰時期那樣、或

將更加慘烈的造成無數生命和財產損失的空前浩劫之中的大是大非之爭。 

在日本戰後歷史上，總有那末一些人，從來沒有認真地對日本侵略歷史和犯下的罪行進行深刻的反省

和認罪，他們對於那些甲級戰犯從心底里的頂禮膜拜，充分反映了他們對復活軍國主義念念不忘，一

旦國內外政治「氣候」適合，他們就會冒出頭來，以為有機可乘，內部煽動民粹思潮以裹挾民意，外

部則千方百計在有關國家中挑撥離間，以達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實證明，二戰雖早已結束，但二戰

的某些戰犯的「鬼魂」一直仍未消失，不時出現，妄圖「借屍還魂」。 

作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和當今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中國是日本右翼妄圖復活軍國主義

的不可逾越的障礙和制約力量。正因為如此，他們把中國看成「眼中釘、肉中刺」，一再製造謊言、

挑起事端，對一些國家威脅利誘兼施，妄圖遏制和圍堵中國，以重溫其「大日本帝國」美夢。如果有

的國家不能認識到，安倍迫不及待地要把日本推向軍國主義道路，實質上是對所有愛好和平國家的國

家利益的公然挑戰和侵害，那末早晚必將會自吞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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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不久前拜鬼受到幾乎全世界各個國家的一致譴責和反對，各國人民、包括日本島內朝野有識之士

在內的日本人民，也都正在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如果放任安倍右翼勢力「修憲擴軍」、「篡改歷

史、美化侵略」的作法發展下去，那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嚴重後果，那對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將意味著

什麼。這說明安倍的復活軍國主義是不得人心和註定要失敗的。但是不久前，安倍就參拜靖國神社問

題強調稱，「即使遭到批判，也會履行應盡的職責」，這表明他是「吃了秤砣鐵了心」，準備「一條

道走到黑」。 

面對如此的猖狂挑釁，海外華人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沒有其他選擇，只能立即行動起來，絕對不能

讓二戰的慘痛歷史重演，絕對不容許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值得人們警惕的是，安倍一貫善於耍花招，

一方面復活軍國主義，一方面又提出什麼要會見中韓領導人，要為其參拜等作出「解釋」云云。人們

記得，當年二戰前的德國，希特勒不是也曾大搞兩面派手法以為其軍事擴張和武力侵略來贏得時間、

模糊人們的視線和掩蓋其發動戰爭的真實目的嗎？對於安倍的所作所為，絕對不能採取「綏靖」或姑

息的態度, 也千萬不能被其兩面派和偽善的伎倆所迷惑，而要堅決揭露，迎頭痛擊。 

春節前夕，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趙衛平在會見僑胞時讚揚多個僑團為抗議安倍拜鬼舉辦了各種形式的

抗議活動，走在前列，影響很大。他對廣大僑胞的這些義舉表示崇高的敬意。他說，中美是二戰盟

友，兩國軍民曾並肩抗擊日本法西斯，在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犧牲。中美兩國人民應該再次攜起手來，

共同反對曰本右翼勢力的倒行逆施。一個時期以來，駐各個國家的中國使節紛紛撰文或發表談話，嚴

厲譴責和針鋒相對地對安倍復活軍國主義的言行進行了批判和揭露。 

海外華人堅決支持中國政府向全世界發出的正義聲音和為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

而採取的一切相關舉措。海外華人將更好地擔當起「民間大使」的角色，在各自住在國通過各種方式

廣交朋友和各界人士，並充分利用宣傳和輿論陣地，不斷揭開日本右翼勢力的真面目，讓更多的人意

識到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危險性，團結一致，進行有理、有利和有節的鬥爭。只要安倍拉歷史倒車的

行徑一天不停止，全世界華人的這一鬥爭也決不會停止。 

流氓的五指  張一程 
著名保險代理人、芝加哥早期“保釣人士” 

近看到鳳凰衛視一評論員談中日關係，他曾訪問過一位 80 多歲的法國人談德法兩國關係。一百多年

前拿破崙從巴黎的香榭大道出發打德國，後來德國挑起兩次世界大戰入侵法國。看來德國與法國是世

仇，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六、七十年，德法卻能夠和平相處、共同繁榮。他問那法國老者，世仇

的德法兩國，怎可以成為親密夥伴？  

法國老人說，兩個人的手合掌，雙方的五指扣在一起，本來是用來較勁的，但也可以是合作，是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這樣就打不起來。譬如，德、法兩國的鋼鐵聯營，雙方都有股份，要做甚麼若果有

一方不同意都不行，所以一方想戰爭，另一方不同意，不會有戰爭。  

評論員感嘆，德國人死板，法國人浪漫，但上帝將這兩個國家放在一起，然而德法兩國人有智慧解決

他們的敵對問題。他說，他要問一個中國人不愛聽的問題，既然上帝將中國和日本放在一起，為甚麼

中國人和日本人不可以學德國人和法國人的智慧解決爭端呢？！  

他說得很對，也問得很好。但他問錯人了。他應當問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流氓型政客。  

中國人並不愚蠢，老早就知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智慧和好處。兩千年前漢朝的公主嫁到西域，後

來唐朝公主嫁到西藏，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體現，換來唐朝和漢朝的穩定、繁榮和強盛。那

時德國、法國仍不見經傳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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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蔣介石以德報怨對待日本，後來周恩來也沒有追究日本的賠償，再後鄧小平提倡

擱置爭端，共同開發，這些就是那法國老人所說的五指相扣的智慧的中國現代版本。然而，六、七十

年來，日本人並不是這樣想，至今仍要恢復軍國主義，仍想要凌駕、欺侮中國和韓國。 

日本人伸出的五指是魔爪，想折斷中國人的五指。其實上帝也知道日本人的流氓劣根性，沒有將中國

和日本放在一起，而用大海將日本隔開，但日本還是要越海向中國鬧事。中國人不埋怨也不感謝上

帝，只作好充分的準備，斬斷日本伸過來的魔爪。 

從抵制日貨說起  張一程 
著名保險代理人、芝加哥早期“保釣人士” 

2012 年初日本挑起釣魚島事端後，中國曾掀起砸日本品牌車和抵制日貨的怒潮。對砸日本車，有人叫

好，有人痛罵。痛罵的人說中國人沒素質，砸的是同胞的車，受害的還是自己人，而且過激的行動還

會添亂，引起外交風波，將問題複雜化，干擾了政府的處理，云云。後來還有人放出空氣，說砸車是

有人在幕後挑起，目的不是對付日本，是對國家的一些領導人出難題，繪聲繪色，煞有其事似的，是

否如此，天曉得。 

我不贊成砸日本品牌車，我也不相信那些砸車的人都受到有心人的挑撥和操控，雖然我也不能否定或

不能不警惕有人乘機作亂的可能性。但是，我可以理解為甚麼有些人自發地怒砸日本車。他們的行動

不恰當，過激了，沒有顧及後果，但我不願意說他們沒素質。俗語說，佛都有火，能成佛的人沒素質

嗎？我覺得，那些在國外炫富出洋相的人，那些極度浪費奢華卻不願濟貧的人，那些中國製造出口假

洋娃娃的人，那些哈日媚東洋的人，並不比砸車的人更有素質。 

說到國民的素質，有些人說日本人的素質比中國人的素質高，例如有禮貌，不爭先恐後，講究衛生，

注重環保等等。這些都是事實和現實，問題是這是怎樣形成的？一個人的素質的形成，與教育有關。

一百多年前日本和其他列強要宰割中國，中國的大半個世紀戰火連連，遍地災荒，經濟崩潰，民不聊

生，中國老百姓要躲日本鬼的刺刀，要挖野菜活命，何來受到教育？！所以中國人在某些方面（不是

全部！）的素質，落後與日本人，其一原因是，日本人的奸狡、殘暴造成的，並非中國人天生素質

低，也不是中國文化養育了低素質的中國人。其實在一千年前，有了優秀的中國文化傳到日本，日本

才能從半蠻荒的狀態表面上文明起來；然而日本人骨子裡仍保留著野蠻的基因，衹是由浪人、武士到

殘暴戰犯，再到現在的流氓政客，一脈相承。 

日本靠殘殺掠奪，才能建立起強大的物質、科技、教育基礎去推行其所謂的優質的教育。日本人當年

若果不從台灣和東南亞掠奪大量的木材和各種資源，去建設日本，何來今天良好的生態和環保？！如

果不是美國在二次大戰後呵護、培植日本，如果不是在冷戰和越戰中發了財，日本哪有優良安定的環

境搞經濟和教育？所以，當我們看到自己有問題和別人有強處的時候，不必自卑自賤，不要妄自菲

薄，要找出原因和加以努力和改進。中國在經過多年的戰爭和政治動蕩後，一直到七十年代之後才能

安定下來搞建設和辦教育。智語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中國的教育雖經過三十多年的恢復和發

展，解決了一些老問題，又產生了很多新問題，但我們要相信中華民族有智慧，有能力不斷地解決改

善，中國人的素質將會有大幅度的提昇。我 怕的是，有些人老是瞧不起同胞，說他們素質低，自己

卻不注意自己的言行、思維和心態。 

日本人有素質？真的嗎？至今日本人都不願意承認、正視他們祖輩曾侵略他國，殘暴地奴役、摧殘、

殺害億萬亞洲人民，毀滅他們的文化、經濟、生活等等罪行，他們甚至美化強迫他國婦女作日軍性奴

的罪行，還將殘害亞洲人民的頭等戰犯奉作民族英雄來參拜，這是甚麼素質？！若果對砸車的人討

伐，對不承認滅絕人寰罪行的日本人却無所表示，公道何在？！誰才沒有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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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抵制日貨，有些人反對的理由是抵制日貨結果傷到中國人，譬如，現在很多日本品牌都是在中國

製造，抵制日貨結果是中國工人丟了工作。聽起來這是蠻有理的，但細心研究卻不一定如此。日本品

牌受抵制，結果消費者轉向中國民族品牌和其他國家的品牌，那些品牌到底還是由中國工人製造，所

以整體來說，中國的勞工不一定受到損害，但日本財團、資本家的利益卻受到影響，就讓他們向日本

的流氓型政客施壓，要與中國修好。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是贊成抵制日貨的。 

但我們也要頭腦很冷靜地知道，在世界事務和歷史中，罷工、罷市、罷課、抵制、制裁、禁運等手

段，宣示的意義大，實際效果小，衹能造成很多不便，很少能達到巨大的政治或軍事目的。但為甚麼

我們還是要提倡抵制日貨呢？因為我們有尊嚴，有血性，有良知，有喜惡，有情感，有訴求，有理

性，有立場，有原則。我們痛恨日本人的殘暴和不認錯、不道歉、不悔改，但我們不會跑去日本點火

燒那聚集著戰犯鬼魂的神社，也不會砸日本企業造的車子，但我們至少可以自我下意識地不買、避免

買日本貨，雖然日本人不會因我們的抵制而變窮，猶如我不再光顧那家不老實的商店它也不會關門那

樣，他們仍然過他們的日子，但我絕不想與那些缺德的人打交道，我還是有我的立場和我的表達。所

以，我主張抵制日貨，不是一廂情願地希望這行動能收到有分量的效果，而是為了捍衛我們中華民族

尊嚴，這是我們個人所能做到的事情，比起昔日直接與日本鬼子鬥爭的將士平民先烈，我們的宣示真

是微不足道，但我們起碼在良知上對得起他們。  

其實即使沒有釣魚島事端，因為日本人不認錯、不道歉，我幾十年來一直很自覺地抵制日貨。雖然日

本車在美國市場得到好評，但我不買日本車﹔聽說有一種不粘鍋，沒有塗化學材料，用高壓處理過的

鋼材，但因為是日本貨，我一直都沒買﹔我從來都沒有興趣看日本電影和日本漫畫﹔我從不買那些五

顏六色的日本零食﹔我從沒有意願去日本旅行觀光（日本人在中國搶光、燒光和殺光，將值錢的東西

都運回日本，但至今不肯反省思過，有甚麼風光可觀？！） 有一次，我要去亞洲，日本航空公司機票

便宜兩百元，我不要，我再窮也不會貪這兩百元而放棄我的原則和尊嚴﹔ 1995 年公司在日本酒店開

會，我向有關的主管發牢騷，說二戰已結束 50 周年，德國早已向世人認錯道歉，但日本至今仍不肯認

錯道歉。 

若果有老美當我作日本人與我打招呼或問我是不是日本人，我就會抓住這個機會告訴他們，日本人的

殘暴和不肯認錯和道歉，並警惕他們美國若繼續縱容日本，將給美國人帶來災難。為了讓美國人對釣

魚島事端有清楚的了解，我撰寫並印製了三萬多份《 Hawaii is Sold to Japanese Government by 
a Family Who Was Said as the Owner of the Hawaii Islands》，從 600 年前的明朝說起，將釣魚

島事端的來龍去脈以及有關的歷史、真相和症結，有條理地講出來，告訴美國人民事態惡化的危險，

提示他們有責任告訴美國政客不要縱容日本這條狗狂吠亂咬。在該文內，我提到孔子以和為貴的哲

學，鄭和下西洋不搶不殺的歷史，以及中國 56 個民族和諧相處的情況，向美國人傳遞中國歷史、文

化、哲學的和平性格，消除美國人對中國的恐懼。美國人聽了，對日本的所作所為，非常咜異，謝謝

我告訴他們真相。  

我為甚麼要抓住機會將釣魚島和日本的情況向美國人講呢？道理很簡單，要更有效、更順利地解決這

些問題和進一步減少中美之間的摩擦、對立，甚至避免中美的武裝衝突，我們應讓美國人民了解中國

人以和為貴的特性，讓他們知道沒有必要事事為難中國。世界上很多事情，表面上看是政府、領導人

和政客的事，但深究起來，老百姓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要多做老百姓的工作。 

讓我們回顧一下多項歷史重大事件可見老百姓不明真相，或不制止當政者的錯誤，會給他們自己帶來

災難：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殘害廣大的亞洲人民，難道日本民眾不知道嗎？他們當然知道，但他們或

直接積極支持，或沉默，沒勇敢地站出來反對，結果導至後期大量日本人先在東京給美軍燃燒彈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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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海燒死，後來又挨了兩顆原子彈。當然，數十萬日本平民死得很無辜，但因為他們直接、間接幫

助日軍殘害他國無辜人民，他們自己 終也成了受害者。  

在二戰初期，美國政府擺著中立的超然態度，暗中卻縱容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甚至將廢鐵等戰

略物資賣給他們，美國人民沒有起來大力 呼吁政府參加反侵略的正義戰爭，結果美國人在珍珠港和後

來的戰役中，吃盡苦頭。 

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共產黨主動、積極地發動民眾與它一起抗戰、戰斗， 後取得政權。國民

黨的軍隊雖然在抗日戰場上英勇奮斗，為抗日勝利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勞，但由於蔣介石在初期先安內

後攘外，稍後沒有或沒能充份發動民眾， 後失盡民心而失去了整個大陸。 

大陸的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是兩場浩劫，大家往往將指責針向毛澤東及其周邊的一些人，

但我覺得其實廣大的中國人應該負更大的責任。大家對毛澤東等人的過失和責任的評說如何，可以喋

喋不休爭論下去，但我可以說他們到底是“一小撮人”，在他們周邊有數以百計的一起出生入死的老

戰友，在下面有數以千計的高級幹部，再下面有數以萬計的基層幹部，再下面有數以億計的廣大老百

姓，都沒有或不能夠制止那“一小撮”，卻將責任都推到那“一小撮”，大家都不檢討自己，反省一

大群的無為無能，這才是悲哀！我們靜心想一下，如果廣大的中國人不好大喜功，浮躁做假報假，不

自私自利，不為了保護自己而批鬥、出賣家人、鄰居、老師、同學、同事、朋友，不為了自己的爭名

爭權出鋒頭而文攻武鬥別人，不為了自己的野心而立山頭、結派系，大躍進和文化革命即使搞了起來

也不至於如此醜惡悲慘。 

美國人民長期來縱容政客和政府在中東問題和其他外交政策中採取雙重標準，以傲曼橫蠻態度對待他

國人民，逐漸造成回教徒對美國的不滿，長年累積下來， 後導致 911 恐怖襲擊，造成三千美國人死

亡。當然，這三千平民死得很無辜，但我們在譴責恐怖分子之後，美國人民是否也該反思，如果他們

不叫政府糾正錯誤的態度、政策和措施，恐怖事件斷不了。  

我對美國人的傲曼橫蠻有親身的見證。1998 年美国副總統高爾代替醜聞纏身的克林頓總統去馬來西亞

參加一國際會議，當時我恰巧在吉隆坡，從電視中看到他一下飛機就張口批評馬來西亞內政。馬來西

亞有七成是回教徒，我親身體會到回教徒絕大多數是很平和的人，是知足不貪不爭的人，但是，試

想，萬分之一的人不滿高爾的無禮，也就有幾百個人可令美國人頭痛。 

小布特殊和他的“四人幫”，捏造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武器，歪曲事實，發動伊拉克戰爭，美國人民

為私心而濫用他們有選擇性的無知和傲曼，贊成打伊拉克。隨著後來事實真相逐漸為公眾所知，尤其

美國孩子在伊拉克傷亡上昇但恐怖主義卻沒法控制，美國人民才出來呼吁從伊拉克撤軍。如果美國孩

子死得不多，美國人民就不會反對在伊拉克繼續呆下去。 

回頭再看釣魚島和日本恢復軍國主義的危機，以及中美之間的無完無了的摩擦，主要的原因是美國政

客和媒體長期對中國敵視、偏見、抑制、打壓、抹黑、歪曲和無事生非，中國政府長期來衹與美國政

客打交道，而忽略了認真地與廣大的美國人民做工作，沒有設法讓美國人民了解中國人的以和為貴的

特性，從根本上改造美國政客和媒體能對中國指三道四的土壤。 

隨著中國國力的繼續大幅上昇，以及日本的國力受制，釣魚島問題 終會朝有利中國方面得到解決。

中國人不必急躁，抵制日貨不會加速日本流氓的低頭，卻可加強我們捍衛民族尊嚴的意志。中國在準

備應付任何突發事件和可能惡化的同時，要作好持久戰的準備，時間對中國有利。在 80 年代和 90 年

代，我 討厭的是美國人問我“你從日本來嗎？”現在該輪到日本人煩惱了，美國人問他們“你從中

國來嗎？” 

 



嚴厲譴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   鄧衍輝 
堅決反對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罪惡陰謀  

松年中心副主席，書法家，廣州協會理事，芝加哥和統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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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島歌  曹樂群醫生 
祖國的寶島  

 
日出東海浪滔滔， 傲然屹立釣魚島。風起雲湧何所懼，祖國東海的 前哨。 

 
中國的海呀中國的島，位置重要風景好，遙望大陸和台灣，獨挽狂瀾把國保。 

 
我要登上釣魚島，走遍各處仔細找，先祖的足跡依然在，祖國的領土祖國的島。 

 
我要登上釣魚島，何懼東海起波濤，奇石高聳明暗礁，企能阻我開航道。 

 
我要常去釣魚島，觀賞寶島的嬌嬈，海鷗展翅任飛翔，五星紅旗迎風飄。 

 
我要常去釣魚島，中華兒女不屈不饒，笑迎巨浪和海嘯，我們熱愛祖國的寶島。 

 
啊。釣魚島，祖國的寶島。 

 

把甲級戰犯搬出靖國神社對大家都有利  劉元澄 
 

不少人分析，安培拜鬼是為了拉選票，因為神社裡有幾百萬軍人亡靈，而他們的家人，還有相同思想

的人，數量不少，安培不去拜，就丟了大量的選票，就當不上首相，所以，今後還會拜，還會有別的

政客去拜。然而，各國在二戰中的受害者就無法容忍，日本 就會與許多國家發生矛盾，無論政治上，

經濟上，甚至軍事上難免會擦槍走火，可能會走向戰爭。然而至今還難以解決，還會矛盾下去，還會

多次重複。 

這些二戰的戰犯是日本的愛國者嗎？英雄嗎？非也。 

想想看，如果靠侵略別的國家給日本帶來利益，來擴大日本的疆土，奪得礦藏、資源、免費勞工，行

嗎？是好事嗎？搶來的食品，能吃長久嗎？不！是危險！是犯罪！世界已進入 21 世紀，經歷過二戰的

日本人民都知道，這種財富非常危險，尤其是現代戰爭，可以 使一個民族瞬間遭受毀滅性打擊，也是

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尤其日本人民，體會特別深。  

安倍把「侵略」改成「進入」，二戰就合法了嗎？別的國家就歡迎「進入」了嗎？「進入」是幹什麼

的？是賣汽車 TOYOTA 嗎？不是，「進入」到南京是殺人的，「進入」到珍珠港，幾千名年輕英俊的

美國軍人就屍骨無存，他們的父母就只能呼天叫地，痛苦萬分，這其中既有白種人，也有黑種人、黃

種人。 

東條英機編製的「大東亞共榮圈」里，不僅有南京 30 萬亡靈，也有幾萬美國戰士的屍骨，而且還包括

廣島、長崎的日本人。沒有東條英機這些戰犯，沒有他們發動的二戰,這些無辜的人就不會慘死，是東

條英機造成了日本軍人的死亡。 

日本人的死亡，根本原因只能是：東條英機發動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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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美國，這種正義的反侵略戰爭能用什麼武器，能不能用 先進的武器，還沒有看到有關規定。我

們反對一切侵略戰爭，反對任何武器發動侵略戰爭，包括核武器，也包括常規武器。但是無論如何，

侵略者是沒有資格發言的，是沒有資格規定，受害國家只能用落後武器的。  

記得嗎？美國人遲遲不願參戰，是山本五十六「進入」了珍珠港，逼得美國人無路可走，不得不被迫

參戰。 

如果不用原子彈會怎樣？應該是殘酷的地面戰爭，空中戰爭，在 1945 年以後會繼續進行，日軍剩餘的

百萬軍隊也將全部消滅。東京和柏林一樣，會變成廢墟，攻克東京，死亡的軍人、百姓不會低於百

萬。其它城市，其他戰場上，死亡也至少幾十萬，加上盟軍、百姓死亡，至少 300 萬。 

總的來說，這次巧了，很意外，使用原子彈促進了戰爭的提前結束，大大減少了死亡率，很奇怪，很

意外。 

當然，我們絕不是支持原子彈，我們支持銷毀原子彈， 終銷毀一切武器。這裡只是客觀計算一下。 

廣島、長崎的蘑菇雲，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是創傷過去後，這位現任的日本首相，並

沒有痛定思痛，沒有批判發動戰爭的希特勒，東條英機。反而參拜靖國神社—日本的頭號戰犯東條英

機的亡靈。 

東條英機在東京審判被絞死，卻是安培敬拜的人，是對還是不對呢？ 

安培應該拜被東條英機殺死的人,不論中國人，還是美國人，至少也要拜拜廣島、長崎的日本亡靈，記

住廣島、長崎的亡靈，他們是東條英機的戰爭導致的。 

拜被害人，還是拜害人的人?連小孩子也知道，安培晉三居然搞不清楚，遺憾。 

如果靖國神社搬出這少數的戰犯、侵略者，那麼安培可以安心的拉選票，他可以敬拜保衛和平的日本

軍人，各方面的關係都可以履順，其他國家也不管你，日本這些政客也不會老是重複犯錯誤，重複犯

這種低級錯誤，不會總在一個地方摔跤許多次。  

雖然安培沒有接受這種做法，但是矛盾依然存在。再拜靖國神社，還會引進形勢緊張，戰爭的危險還

會產生，錯誤還會多次重犯，問題總得解決，安培先生，請認真思考，不要 倒行逆施，犯這種低級錯

誤。  

 

請抵制日貨！！！ 陳思 
東南大學校友會南京同胞  

今天，我譴責日本首相安培晉三參拜靖國神社，這是軍國主義復活的苗頭！  

靖國神社是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裡面供奉著 2 戰時期侵略中國，韓國，以及東南亞諸國的甲級戰爭

罪犯。  

二戰期間，日本在東南亞各國犯下了滔天罪行，大規模屠殺手無寸鐵的百姓！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

大屠殺。要知道，當時的南京，是中國的首都。在其他國家的首都，殺死超過 30 萬手無寸鐵的百姓，

這是多麼大的戰爭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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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日本不僅不為屠殺了其他國家的百姓而不安，而反省，反而把這些戰爭罪犯放入靖國神社供

奉！  

具有在職身份的日本首相安培晉三，公然地參拜了靖國神社，表明了他希望日本軍國主義復甦。  

現在，一部美化日本二戰侵略史，講述一個日本零式戰機飛行員「在戰爭中成長」， 終作為「神風

特攻隊」成員，在沖繩保衛日本抗擊美國的故事，已經取得了日本電影票房排行榜 5 周連冠。這是以

保衛國家的名義，明目張膽的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  

現在，日本極具侵略性的軍國主義，已經逐漸滲透和掌控政治、經濟、文教等各領域。 

一旦發生戰爭，將會是人類的災難。我們是愛好和平的，不希望看到戰爭！  

我們要盡 大的努力，壓縮日本軍國主義賴以生存的空間——請抵制日本的產品！  

以前還覺得那些抵制日貨的人挺傻的，現在覺得有必要長期抵制下去，而且不要停，直到日本為二戰

罪行道歉。  

對付軍國主義，我們只能被迫釜底抽薪了——再次呼籲，請抵制日貨！！！  

 

《思甜憶苦 居安思危》   葉恒青 
美加中華詩詞楹聯學會會長、中華會館延年雅集耆英中心老人代表  

――憶八年遭受〝三光〞之苦難， 

凡我龍裔同心協力抵制日本貨。 

安倍復撐軍國旗， 

巨存核料豈兒戲？ 

舊科不認新科首， 

前事毋忘後事師。 

足食豐衣猶憶苦， 

安居樂業尚思危。 

施行經濟制裁約， 

協力同心志不移。 

注 1：中國七問日本，為甚麼存 儲大量武器級核材料？  

注 2：〝科〞指〝科罪〞、〝定罪〞，科以重刑 甲級戰犯。指日本現當權者不承認侵華罪行， 陰謀復

活軍國，如不懸崖勒馬，將成為新的罪魁禍首。  

注 3：座談會上，大家上台發表的檄文， 就是宣誓不買日本貨，施行經濟制裁 不約而同的〝約〞。 



《斥安倍》   葉恒青 
美加中華詩詞楹聯學會會長、中華會館延年雅集耆英中心老人代表  

 

〝修改憲法〞任招搖〔注 1〕，  

鐵証侵華欲勾銷〔注 2〕。  

安有執迷挺軍國 ，  

倍無覚悟拜東條〔注 3〕。  

南京死難難安息〔注 4〕，  

釣島新仇豈可饒！？  

遊說東南亞圍圈，  

離間挑撥要花招。  

 

注 1：指〝修改和平憲法〞，到處招搖撞騙，破壞二戰後秩序。  

注 2：篡改教科書，竄改侵華歷史，欲勾銷罪行。  

注 3：安倍執迷不悟，拜甲級戰犯東條英機， 陰謀復活軍國主義。  

注 4：南京 30 萬被日軍殘殺的死難同胞冤魂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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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書  李紅衛 
芝加哥和統會會長 

為了深入和繼續發展「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不買日本貨」座談會的成果，真正削弱日本的經濟基礎，

抗擊日本軍國主義，我發出倡議：和平抗議兩年，動員更多的個人、家庭和社團參加，不買日本貨，

不賣日本貨。 

具體做法如下： 

1. 計劃: 兩年 

2. 時間： 每周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 12 點到下午 3 點 

3. 地點：南中國城（ Chinatown, the crosspoint of South Archer Ave and West Cermak 
Road, Chicago, IL 60616 ） 

4. 4 至 6 人舉牌，在南中國城主要街道走動，讓行人和遊客看到，動員他們不買日本貨，不賣日

本貨。 

1） 歡迎來中國城（Welcome to Chinatown） 

2） 抗擊日本軍國主義（Fight Against Japanese Militarism） 

3） 不買日本車（Do Not Buy Japanese Car） 

4） 不買日本電視（Do Not Buy Japanese  TV） 

5） 不買日本電腦 (Do Not Buy Japanese computer) 

6） 不買日本貨 (Do Not Buy Japanese Products) 

5. 大體安排：每個個人、家庭和社團一年只需要出義工 3 個小時。 

6. 時間安排聯繫人： 

1） 李紅衛，cell ：630-362-3928，Email:hong_wei_li@yahoo.com 

2） 王亞勤， tel：630-318-4288 

7. 目標： 

1） 第一年，100 個家庭不買日本車。 

2） 第二年，1000 個家庭不買日本車。 

謝謝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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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排名不分先後）：  
 
大芝加哥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IIT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大芝加哥地區華僑華人聯合會  
海外中山學社  
一中會  

 

協辦單位（排名不分先後）：  

海外交流協會  
五邑同鄉會  
協勝公會  
廣州協會  
芝城伍胥山公所  
芝城龍岡親義公所  
芝加哥抗戰史實維護會  
美加中華詩詞楹聯學會  
湖北同鄉會  
河南同鄉會  
江西同鄉會  
 

協辦單位（排名不分先後）：  
 

芝加哥華語論壇報  
芝加哥僑學網  
美國新亞電視  
北美文學網 
芝加哥華人藝術團  
芝加哥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西北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UIC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華中科技大學校友會  
武漢大學校友會  
中國科技大學校友會  
南京大學校友會  
上海大學校友會  
上海交通大學校友會  
清華大學校友會  
浙江大學校友會  
復旦大學校友會  
華東理工大學校友會  
東南大學校友會  
大芝加哥華人婦女商會  
文化與職業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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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 
 

龍馬精神 不畏難，馬到成功 不能閒 
路遙知馬力，一程又一程 

不停走下去， 一定成功， 不斷成功 
 

張一程   鍾海棠   黃景年 
及仝人共勉 

保險·教育基金·退休金·IRA 
312-808-1020 

建議在中國成立若干抗日城市 

以南京為中國抗日第一城！ 
 

曹樂群醫生 
MIDWEST ONCOLOGY HEMATOLOGY, LTD 

Tel: 847-717-6860 

Fax: 847-717-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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