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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 10 日公布了日本战犯
榊原秀夫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 榊 原 秀 夫 1956 年 4 月 -5 月 笔
供 ， 他 1908 年 生 ， 日 本 冈 山 县 人 。
1936年 9月任驻伪满第 1师团步兵第 57
联队附军医，1944 年 11 月-1945 年 8
月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林口支部长。

重要罪行有：
“按照林口支部的任务，我在职期

间，为准备细菌战，便命令第一课长细
矢少佐实施细菌的保存培养工作”，以当
时的生产量，“如撒布在中苏国境的东部
地面，不但可以毁灭大量的苏联军队，
同时亦达到足够毁灭中苏两国和平人民

的用量”。
“为准备细菌战的捕鼠”，“我动员了

部队全员进行从事捕鼠工作”，“组织以间
所少尉为长的约 25 名之常设捕鼠班”，

“由于捕鼠工作的开始，先后送往第731
部队去的老鼠总数是1945年4月1千只，5
月1万只，6月8千只，7月7千只，合计为2
万6千只”。

1945年3月上旬，“我根据第731部
队的命令”，“把在支部保存培养着的伤
寒菌、A型副伤寒菌的试验管2只，带到
第 731 部队第一部毒力检定班”，“这两
种菌种，都是合乎第 731 部队第一部保
存菌中的标准毒力”，“为准备细菌战，

它是适合于保存培养的”，“为了使它在
井水中确有效力时，大约在井里放入一
两个试验管，便可以达到屠杀的目的，
我就是作了这样计划的”。“我因实验这
种效能，杀害了4名中国的爱国人民”。

1945 年 4 月 ， 在 黑 龙 江 省 安 达
县，“我是参加了在安达的杀人实验”，

“4 名中国爱国者”“被绑在安达演习场有
相隔25米到30米的埋在地里的柱子上。”

“一架轻 （型） 轰炸机飞到演习场上空，
从150米的高度投下了陶器炸弹，在50
米的空中该弹爆炸。”“我穿上了全套预防
衣从五、六百米的距离观看了这种惨绝人
寰的暴行。这个炸弹是填着可怕的炭疽菌

的炸弹。让他们从鼻咽腔吸进绝对没有生
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让他们发生皮
肤炭疽，是一个特别残暴的罪行。我也是
参加了这种罪行”。

1945 年 8 月，“由广播得知与苏军
开战，马上命令准备汽车出动，并将支
部饲养动物除马外，即捕来的老鼠、白
鼠、海狸、兔子、跳蚤及保存培养的细
菌一并送交第 731 部队”。“命令支队将
所有房屋装上稻草，并准备足够汽油，以
备待命烧毁”。“将卡车及所有器材一并烧
毁”。“毁灭和破坏为准备细菌战的一切
证据物件”。

（新华社北京 7月 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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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能面也能起到起到表率作用表率作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万万 政政整理整理））

扫一扫，更多信息和体验

豪华“谢师宴”让感情变味
本报记者 孙 璇

到了毕业季，高校周边的餐厅纷纷推出毕业套餐招揽生意。

本报记者 孙 璇摄

践行 群 众 路 线

“过去各种酒席太多，一年下来，差不多要送 3 万元
钱。有的村民外出打工只为躲‘酒账’。”贵州省贵阳市站街
镇竹山村村民母绍民告诉记者，“整治‘大操大办’、‘滥操滥
办’酒席，打消了部分党员干部和村民‘一年一办是稳赚，两
年一办得对半，三年一办是白干’的敛财歪理。大家都甩掉
了‘人情账单’，‘腰包减了负’。”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贵州省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基层“走读风、赌博风、衙门风、慵
懒风、滥办酒席风、优亲厚友风和收送购物卡”突出问
题，研究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列出“六风”具体表现，对
照问题专项治理。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水城县出台《乡镇双休日集中调休
管理办法》，全县 33 个乡镇数千名干部从“走读”变为“住
读”，扎根乡镇，进村入户，为民服务。“以前每逢周末赶集，
想来乡里办点事，人都找不着。现在周末各个办公室都有
人，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真是太方便了！”水城县陡箐乡陡箐
村村民李文红对“住读”制度感慨不已。

针对赌博风，贵阳市出台党员干部打麻将“三不许”规定：
不许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打麻将，不许在除家庭以外的公共
场所打麻将，不许与利益相关人员进行打麻将等类似活动。规
定出台3天，贵阳市即派出38个检查组，随机对全市475家酒
楼、宾馆、饭店、会所等公共场所开展明察暗访检查。

针对衙门风，锦屏县直部门树立“三心”服务意识，建立
“一站式”平台、咨询台、主动上门等服务机制，杜绝“衙门作
风”、“部门利益至上”等现象，加强了责任心。

针对浑浑噩噩混日子，工作没激情，办事拖拉、推诿扯
皮的慵懒风，六盘水市商务粮食局开展“阳光晒权”，年度综
合考评排名后３名且得分在 70 分以下的，进行通报并按程
序免去其行政职务。

针对利用婚丧嫁娶、乔迁新居、工作调动、过生日、子女
升学等违规大操大办的酒席风，2013 年起，六盘水开始对
党员干部滥办酒席等一系列借机敛财现象进行治理，全市
共查处违反大操大办酒席规定 15 起 17 人，10 人受到党政
纪处分。

针对有的党员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在支农惠农资金发
放分配中、在评定城乡低保对象、城镇廉租房分配中，在确
定农村危房改造对象、分配救灾救济粮款、承包村集体土地
等方面优亲厚友之风，铜仁市畅通举报渠道，亮出硬招，向

“不找熟人办不成事、有理有据得不到公正执法、没有关系
得不到公平对待”三种现象开刀。建立报纸、电视、网络、广
播和手机五位一体宣传平台，对“优亲厚友风”严重的党员
干部进行曝光。

针对以“网购+快递”为主要手段公款送礼收礼，以及
公款报销变换招数、“嘴上腐败”改换门庭、公费养私车、巧
立名目发福利等隐形“四风”问题，采取明察暗访、公开曝光
等形式，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贵阳市观山湖区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朱某某安排财务人员用公款购买购物卡，贵阳市
纪委和观山湖区纪委对涉事人员和有关单位，分别进行了
诫勉谈话和批评教育，并责令作出深刻检查。

据统计，截至 2014 年 4 月底，贵州省纪检监察机关共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精神的问题 4225
起，处理 6277 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613 人。目前，贵
州省基层单位普遍建立严禁领导干部公车“走读”、党员干
部婚丧嫁娶办酒席报告审批等务实管用的制度规定，“六
风”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贵州：

整治“六风一卡”见实效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已逾一年，各地正在督查检验

第一批活动整改落实的成效，第二

批活动也处于召开民主生活会的

关键阶段。当前活动已经进入后

半程，越往后压力越大、任务越重，

要避免“一篙松劲退千寻”，就必须

再接再厉、持续用劲。

应当注意的是，现在一些地方

松懈情绪逐渐抬头，形式主义开始

回潮。有的存侥幸心理，工作敷

衍、外紧内松，开展活动偷工减料；

有的想蒙混过关，做些“蜻蜓点水”

的粗浅功夫，力求场面好看，不求

整改实效。对于这些不良现象，各

地都应提高警惕、脚踏实地，在狠

抓作风中使长劲、善较劲、有后劲，

确保活动质量，切实为民解忧。

使长劲，就是坚持程序不减，

防止前紧后松。反“四风”、改作

风 ，越 往 后 就 越 要 劲 儿 、越 见 真

章。作风建设要一以贯之、常抓不

懈。对此，一方面要让党员干部切

实感受到活动的紧凑性、严肃性，

在思想上不松劲、不懈怠；另一方

面也要严格按照活动要求的程序

推进，一项一项做，一项一项做好，

不能省略敷衍。

善较劲，就是坚持问题不漏、

标准不降，防止矛盾积压、避免工

作粗糙。切实为群众解决问题是

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活动开展

得好不好，不是看查摆出来的问题深不深，群众提出的意见

多不多，而是这些问题、意见能否被实打实地解决和采纳。

光发现问题，不解决问题，或者只解决问题的皮毛，只能令

此前取得的整改成果付诸东流。各地都应坚持问题导向，

把解决问题贯穿活动的全过程，不漏项、不回避、不拖延；对

整改工作的质量亦要高标准、严要求，真正把利民之事办得

掷地有声。

有后劲，就是坚持要求不松，防止短期效应。作风建设

不是“一阵风”，要铲除“四风”滋生的土壤，根植务实、为民

的作风，必须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做事要经得起时间检验

和群众考验，活动中建立起的作风建设机制也要能长期发

挥作用。

“行百里者半九十”，教育实践活动须善做善成、善始

善终。确保活动不虚不空不偏、不走过场，从而巩固发展

已经取得的成果，以改作风的实际行动、实际成效取信

于民。

使长劲

善较劲

有后劲

本报评论员

7 月，正值高校毕业季。大学生在
毕业分别的时候，往往会摆一桌谢师宴、
散伙饭来感恩师情，纪念友情。7 月 2
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海淀区多家餐厅
发现，在大力提倡“厉行勤俭节约、反对
铺张浪费”之风的今天，毕业宴有了一些
新变化，但“舌尖上的浪费”仍然存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过去主打“大吃
大喝”的毕业宴已开始“瘦身”。位于北
四环的湘鄂情今年早早为毕业生和教师

“量身订制”了谢师宴、散伙饭套餐。该
饭店负责人介绍，今年提供的“谢师宴”
每桌菜品可自行搭配，鼓励少量多盘，生
意还不错。全聚德双榆树店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前几年谢师宴很火，一到暑
假预定的学生和家长都很多，也很讲究
排场。但排场大了就不实惠，浪费的就

多了。所以我们今年取消了毕业宴会套
餐，鼓励顾客到店单点。”

但是，不管是“量身订制”还是“单
点”，毕 业 季 频 繁 的 聚 餐 浪 费 不 可 小
觑。在中关村附近一家餐厅，记者见到
了正在结账的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小
马。“我们 9 个人，加上酒水一共花了
1236 元，在可接受范围内。这已经是
毕业季聚餐的第 4 场了。”但在他看来，
毕业季接二连三的宴会，已经出现了

“舌尖上的浪费”。
“平时在食堂吃饭还是节约的，但没

办法，宴请老师和同学必须表现出诚意，
菜不能点太少，吃不完的也不好意思让
老师打包带走，所以只能丢掉了。”对于
毕业餐桌上的浪费，小马也很无奈。

在一些高档酒店，记者发现有些研
究生在这里举办毕业宴请，宴请标准比
较高，浪费现象也比较严重。

中午两点，在圆明园公园附近的一
家高级会所包厢区，记者见到了刚吃完

饭的几位身披博士服的毕业生。他们
告诉记者，这顿饭花费了将近 5000 元
钱，“都是有收入的人，花这些钱请请导
师理所应当。”随后，记者以要预订晚餐
为由进入该包厢，看到大大小小 20 多
盘菜有一大半都没有动，桌上的情景与
走廊里贴着的“光盘行动”宣传海报显
得有些刺眼。“桌上还剩这么多，不打包
带走吗？”记者问。“不用打包，晚上还要
在饭店接着吃。”其中一位毕业生说。

“谢师宴套餐里的 8 凉 10 热，2 份主
食，2份甜品，对于 8个人来说，是不是太
多了？”记者问包厢服务员。“这都是根
据客人要求定的，大部分顾客都没有异
议。菜多了，宴请老师才显得有诚意，
毕业聚餐才有面子嘛。”包厢服务员解
释说，“来这里吃毕业餐的以研究生和
博士为主，他们消费能力相对较高。”

“一般毕业聚会吃不完的也不会打
包，看着浪费的饭菜确实心疼。”服务
员说。

青海湖位于青海省西北部的青海湖
盆地，既是中国最大的湖泊，也是中国最
大的内陆咸水湖，坐拥中国最美五大湖
泊之首。是 1992 年被首批列入国际湿
地名录的七大重要湿地之一，作为高海
拔湿地资源已成为世界湿地保护组织关
注的重点。

小岛、小湖消失，仙女湾岸线的木栈
道逐年加高又被淹没，青海湖 9 年来“长
高”了近一米半。记者发现，二郎剑景区的
西王母雕塑原先是坐落在岸边，因湖水上
涨，现在的雕像已坐落在湖中。

“青海湖水位升高最主要的因素是大
气候变好，加上退耕还林还草、草场减畜

封育、生态植被人为修复等综合因素，致
使环青海湖地区水源涵养能力显著增强，
生物多样性得到恢复。”青海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蔡金龙说。
多年来，他一直在青海湖鸟岛上进行湿地
保护、土地沙漠化治理和生物多样性研究
工作。2004 年以前，他每年要做的工作
之一就是根据水位的下降，将蛋岛沿湖围
起来的网围栏进行移栽，平均每年向湖中
心延伸水平距离 30 米至 70 米。自 2004
年开始青海湖水位逐渐上升，蛋岛上部分
淡水泉眼已被淹没。将湿地监测数据进
行比较，可以看出湿地面积呈增长、扩大
的趋势。其中 2010 年至 2013 年间湿地

总面积累计增长 141.10 平方公里，青海
湖区面积也由 2004 年的 4190 平方公里
增加到2013年的4340平方公里。

青海省气象局科研所的卫星监测记
录显示，近几年青海高原整体湖泊面
积、水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据气
候分析科研究员戴升介绍，从上世纪 60
年代至 2004 年，青海湖水位记录显示，
有上升记录的年份有 3 年，上升幅度最
多半米，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降。9
年间，青海湖流域降水量增了 10%，入
湖流量也随之增加，但蒸发量却出现下
降。此外，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青海湖
西北部的高山冰川融水也导致入湖径

流量的增加。
戴升还告诉记者，自 2002 年国家在

此实施大面积退耕还草以来，环湖地区
植被有了明显恢复，有效减少了地表径
流量损耗，抑制了沙漠化在青海湖流域
蔓延，这对水位上升同样有利，青海湖生
态环境曾一度恶化的痕迹正在逐渐消
失。降水量的不断增加，形成河流径流
量的大幅增加，大部分转为地表径流汇
入青海湖，少部分滞留在土壤中，使环湖
草原植被得以改善。

青海省水资源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总
工程师李其江认为：“水资源勘测部门从
降水情况、进流情况和蒸发的情况进行
分析，青海湖是一个封闭的盆地。根据
水循环的 3 要素，入湖水量增加了，水位
就上升了，从降水落到地面再入湖有一
个过程，有的下渗，有的顺着地表流到了
湖里，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地表入
湖和地下入湖之间的平衡关系。现在青
海湖水位上升了，我们不能就此放松生
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减
缓了环境恶化的态势，但是总体的环境
好转仍离不开气候背景的改善。”

青海湖水位逐年上升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马玉宏 石 晶

日前，来自青海省气候中心及青海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的数据显示，连续9年水位

上涨的青海湖已经回到约40年前的状态，增加的水量相当于6个西湖。这一消息引

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青海湖水位逐年增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水位增高又意

味着什么？

新 疆 霍 尔 果 斯 设 市

本报讯 记者黄鑫、实习生陈亭竹

报道：第九届“开源中国开源世界”高峰
论坛日前举行。近年来，中国开源软件
产业规模逐年扩大，开源社区支撑环境
逐步改善。

与会专家表示，中国开源软件产
业发展氛围逐年更好，致使开源社区
的影响力逐步增强，逐步形成了良好
的开源软件产业发展氛围。开源软件
正在成为企业驱动服务转型当中的一
个重要内容，一些中国企业已在服务
转型中从开源软件获益。同时，开源
软件公共服务平台逐渐完善。

“开源中国开源世界”论坛举办

本报上海 7 月 10 日电 记者沈则

瑾报道：文化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
今天在上海世博展览馆揭幕。

展会主办方邀来业界知名人士以
“中国动漫未来 10 年展望”为题，探讨原
创动漫产业的发展升级之路。同时，还
将举办首届新生力量动漫原创大赛、“游
戏动漫中国创造与全球发行之路”论坛
等活动，并将推出动漫爱好者集中展示，
首次呈现全国范围内最具人气的个人、
社团动漫粉丝原创作品。

第十届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开幕

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通讯员杨继

宏报道: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县级
霍尔果斯市，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管辖。

霍尔果斯位于中国、哈萨克斯坦边
境，霍尔果斯口岸于 1983 年 11 月经国
务院批准恢复开放，1992 年自治区政
府批准霍尔果斯口岸管委会为伊犁州
政府派出机构，授予县级政府行政管理
权限和口岸管理职能。霍尔果斯设市
后，可更好地发挥区位、政策优势，促进
向西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