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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汇集爱国情感的力量，构筑民族记忆共同体，国殇民难才不会重演，和平的力量

才会在国民的缅怀中凝聚

近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联合制作的18集电视纪录片《我们一起
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播出，引起
海内外强烈反响。该片聚焦于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通过精心选取
我国各行各业各领域变迁发展故事，全面生
动地展现出4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宏伟命
题。通过影像，令人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
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
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
的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
定能够成功！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
襟、拥抱世界，积极作出了中国贡献。改革开
放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
在这部纪录片中，一个个鲜活故事，一段段精
彩旁白，诠释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的深刻内涵。

在这部纪录片中，还可以发现三个鲜明
特点：

角度多样化，彰显故事性。好的纪录片，
都是在保持真实性基础上，努力讲出精彩的
好故事。譬如，《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一集，用
独特的故事化叙述手法，从不同角度挖掘出
改革开放历程中鲜为人知的细节：河南商丘
三权分置改革、山东寿光大棚蔬菜、江苏无锡
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民工进城务工创业……
我国乡村旧貌换新颜的巨幅画卷展现得淋漓
尽致。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这部大型纪
录片的叙事方式，摆脱了过去同类纪录片“讲
道理重于讲故事”的弊端，引入了大量故事化
元素，将小人物的命运置于改革开放40年大
背景中。在尊重事实基础上，大大强化了叙
事策略艺术性，既保持了文化内涵，又增强了
观赏性和趣味性。

解说大众化，语言接地气。作为电视语
言，解说对于一部纪录片而言举足轻重。好
的解说常常能让大众产生强烈共鸣，有效引
导他们的情感和思维。譬如，第一集《弄潮
儿向涛头立》的开篇解说，娓娓道来，绵长
厚重：“伴随着第一缕晨曦，这片宽厚、丰
饶、秀美、辽阔的土地，又一次张开温暖的
怀抱。这一天，总是与众不同；这一天，中
国人的眼中，总是盈满荣光。祖国，我的母
亲，我要把最好的祝福，都献给你……”如
此接地气的解说词，配上富有磁性的配音，
如同拥有了神奇魔力，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
的磅礴之力展露无遗。

制作精细化，凸显画面感。纪录片要精
彩，故事和解说只是一方面，画面语言的“丰
足”更关键。它是维系纪录片真实性最重要
的因素，也最能代表那独有的形象直观。例
如，第三集《打开国门搞建设》使用了超大广
角、航拍、高速摄影等手法，再加上恰如其分
的配乐，传递出语言无法表述的情感，使观众
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
部纪录片的成功拍摄以及引发的强烈反响，
充分表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
放永不会停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
来，还会不断产生更多更伟大的新成就，令世
界刮目相看。让我们携起手，共同见证，一起
走过。

距离南京大屠杀那场惨案的发生，已
经过去整整81年。

历史车轮滚滚前行，当初满目疮痍的
南京早已抚平创伤，更加繁华富足。但是，
日本侵略战争留下的伤痛记忆并没有在历
史的洪流中变得模糊，反而更加清晰。侵
略者的枪声虽淹没在历史尘埃里，但中华
门城墙上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南京城的
不绝哀号已随风逝去，但“万人坑”的累累
白骨还在。

从劫难中走出的南京，已把屠刀化铸
警钟，把逝名刻作史鉴，从冰雪到泪血，从
屈辱到尊严。南京大屠杀曾经苦寒的呻
吟，如今已化作和平发展的歌声，在温暖的
阳光下飞旋……

幸存者的控诉

南京市西门大街 418 号，这块土地就
是当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遗
址。这里曾经布满遇难同胞的尸体和鲜
血，这里曾经埋葬无数惨死在日军屠刀下
的男女老少。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哀婉、令人心
碎的《安魂曲》萦绕回荡，仿佛听到了一具
具触目惊心的遗骨正在无言控诉，30万遇
难同胞正在无声地哭泣。

1937年，南京的冬天是血色的。
历史永远不能忘却 81 年前的那个冬

天。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短短6
周内，30多万中国军民惨遭杀戮，昔日繁华
的南京城尸堆如山、血流成河。繁华的六
朝古都，成了血腥的人间地狱！侵华日军
在中国、在南京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
最可耻的一页。

81年前冬天的那个黄昏，是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一生的噩梦，那
年她8岁。

“我家9口人，一天之内被日本人杀死
了 7 口。只要想起来，眼泪就忍不住流下
来，眼睛都哭坏了。”夏淑琴说，时至今日，
她依然无法面对那黑暗的一刻，不大的院

子成了日寇肆意发泄兽行的屠宰场。
“当时我只有8岁，亲眼看见母亲被日

本军人活活打死。后来，他们（日本军人）
往我后背上戳了 3 刀，我昏死过去。当我
醒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死去的亲人，只剩一
个4岁的妹妹还在哭喊。我们就在死人堆
里待着，饿了找点锅巴吃，渴了就喝凉水，
伤口已经感觉不到疼了。”夏淑琴说，第10
天的时候，有老人堂（难民营）的同胞来救
助我们，在去避难所的路上，随处可见被日
军杀害的同胞横尸街头。“碰到日本兵的时
候，原本以为自己难逃一死，好在前来救援
的同胞们极力保护我安全离开。在避难
所，同胞们为我救治，给我粥喝，让我活了
下来。”

那种生不如死的环境让人绝望，是同
胞们的守望相助让屠刀下的人民看到了希
望之光。

金陵大学（宿舍）难民收容所所长齐兆
昌为了拯救难民，曾被日本兵用刺刀顶在
胸前，幸亏同行的外籍同事用英语疾呼才
被救下。寂然法师在栖霞寺设立了难民收
容所，碑文拓片《寂然上人碑》详细记录了
他“设佛教难民收容所，挽救老弱妇孺两万
三千余人”的感人事迹。魏特琳的重要助
手程瑞芳写下了著名的《程瑞芳日记》，自
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逐日
记录下她亲眼所见的侵华日军烧杀淫掠暴
行，以及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心路历
程。《程瑞芳日记》与《魏特琳日记》《拉贝日
记》等外籍人士的证言相互印证，于 2015
年10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
名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馆长张建军介绍，在那段腥风血雨的
日子里，同胞们和众多国际友人团结在一
起，冒着风险，相互支持，以各种方式保护
着南京民众。

城市记忆变为人类记忆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
科书时，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篡改为

“进入”中国，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战争行
为”，公然否认侵略中国和南京大屠杀
暴行。

这一卑劣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
是南京人民的强烈愤慨。

“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青年学
生、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纷纷向南京市
委、市政府来信呼吁，为历史也为未来，为
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爱好和平的
人民，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编史、
建馆、立碑，以纪念死者、教育后人。”原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
段月萍回忆说，这些来信，字字句句充满了
爱国热情，言近旨远、情理感人，表达了人
民的共同心声。

这一民情迅速得到了中央的回应。
1982年，邓小平同志指示说：“我们要就日
本侵略战争立碑，教育广大人民，教育子孙
后代。”旋即，南京市成立了筹备领导小
组。1983 年 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江东门丛葬地
举行建馆奠基仪式。

“建设者们不分晴雨昼夜连续作战，仅
用了 4 个月就完成了主体工程的基建任
务。1985年8月15日，纪念馆在纪念抗日
战争胜利40周年时落成开放，比原计划提
前了一年半。”曾参与过纪念馆建设的段月
萍激动地说。

从建成开放的那一刻起，纪念馆便立
即成为真实重现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课堂，
成为南京乃至全国的和平教育基地。建馆
33年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近亿人次。其中，
外籍观众约 900 万人次，青少年观众约
5500万人次。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设计者齐康说，南京大屠杀记忆不仅是南
京的记忆，更是整个国家的集体记忆。

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的国
力更加强盛。顺应人们“不忘历史、矢志
复兴”的意愿和诉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推动设立国家公祭日，
推动那段惨痛的历史从城市记忆上升为国
家记忆。

2005 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
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龙受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托，向全
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
为国家公祭日的建议》。

2012年，“国家公祭日”议题再次在全
国两会上提出。

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
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以立法形式将每年的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

“以国家的名义祭奠遇难同胞，就是
把个体记忆、家庭记忆、城市记忆上升为
国家记忆。我们让历史走进民众的心中，
升华为爱国情感、转化为促进全民族砥砺
前行的力量，纪念馆也为此贡献了绵薄之
力。”张建军说，只有汇集爱国情感的力
量，构筑民族记忆共同体，国殇民难才不
会重演，和平的力量才会在国民的缅怀中
凝聚。

近年来，纪念馆不断推动南京大屠杀
史实的国际传播，推动这段历史上升为人
类记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2015年10月，总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发布消息，《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
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我国第十个被
列入其中的世界记忆遗产。

后来者的奋起

一座69.5米长的哭墙矗立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南方，这是
30万遇难同胞共同的墓碑。

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紫金草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每周都要来
到这座墙前，向观众讲解这段历史。但在
她眼里，这座哭墙如今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希望之墙”。

“哭墙正中间有一道深深的缝隙，两侧
留有不规则石洞。透过缝隙和石洞，露出
绿树与光亮。石墙背后有一株桑树，树枝
从墙上伸展开来，护佑着这座石墙。”顺着
夏媛所指的方向，记者看到，石缝中长出一
棵小树苗，散发着勃勃生机。

似乎是继承了外婆的坚强，这个从七
八岁就听着南京大屠杀亲人遇害故事长大
的姑娘，如今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传承幸存
者证言的工作中来。

“知道我是幸存者的后代，身边很多人
都会问我南京大屠杀是不是真的。我有责
任用外婆的例子告诉他们，这是铁一般的
事实。”夏媛说，作为一名南京市民，不仅要
通过自己的宣讲，让世人铭记这段举国之
殇的惨痛历史，同时还有义务向大家展示
一个从悲惨走向辉煌的新南京。

“南京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标本，给人
以启迪、警醒和振奋。”多年研究南京城
市经济发展的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成志
明，偶尔会去金陵饭店 37 层的旋转餐
厅。站在玻璃幕墙边，放眼望去，鳞次栉
比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商贾云集，繁华
一片。

风景在旋转，悄悄地，一切都在新南京
的奋斗中发生变化。

“对面的中央商场，81年前在日军的
屠刀下惨遭洗劫。满载而归的日军放
火几乎烧掉了整个商场。但 1949 年 4
月，南京解放后的第三天，中央商场就
率先恢复营业，揭开了南京商业发展新
的一页。”成志明把中央商场比作英姿飒
爽的弄潮儿，在苦难中不屈不挠，80 年
依旧焕然一新。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 40 年来，南京用
约占全国0.07%的土地、0.6%的人口，创造
了全国1.4%的经济总量、2%的税收，吸引
了 2.8%的外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
2018—2019》显示，南京经济竞争力在全
球1007个城市中排名第45位，在293个中
国城市中位列前10位。

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在评价南京时
说，不循于俗的“南京基因”，塑造了南京眼
界宽广、胸襟博大、敢于闯荡的精神风
貌，推动南京凤凰涅槃、走在前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不只是民
族的悲怆。纪念，从不为宣扬复仇的怨
念，只为许下复兴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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