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军在山东所酿惨案档案今起公布

十七市联动揭露日军罪行
噪五三惨案（济南）

屠杀中国军民六千余人

1928年5月3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
经过济南城时，日本方面借口革命军对城内
的日本侨民进行抢劫、强奸、屠杀，而出动
军队展开报复，蓄意屠杀中国军人与民众六
千余人。惨案发生后，日方否认日军屠杀中
国军民，并要南京国民政府道歉、赔偿、惩
凶，并于5月11日攻占济南。

日军入城后即闯入伤兵医院，逐屋搜索，
有组织的集体杀害。据调查，江家池和西门外
前方医院，300余名伤员除个别侥幸逃脱外，
其余连同医生、护士悉遭惨害。被俘的1700余
名中国官兵，日军极尽人身侮辱、残酷刑罚和
虐待屠杀之能事。日军官兵不分昼夜、不择地
点地任意发泄兽欲，强奸暴行每日都有发生，
许多妇女被奸污后，羞愤之下服毒自尽。

噪毛子埠惨案（青岛）

烈火中，村民被烧得连哭带叫

1938年5月8日拂晓，日军从胶县、南泉、
蓝村调集了大批人马，将即墨毛子埠村包围
得像铁桶一般，报复前一晚在此打死打伤日
军的村民。日军将抓到的44名青壮年锁在两
间场院屋里，周围点上了高粱秆，外面架起了
机枪。烈火中，人们在屋里被烧得连哭带叫，
拼命挣扎，日军却在一旁拍手狂笑。44个无辜
同胞只冲出了7人，又被日军用机枪射死4人，
只有3人得以幸免。

这次惨案，日军在毛子埠烧杀达7个小
时之久。共杀害村民180多人，伤残多人；
烧毁民房700多间；烧死耕畜20多头。

噪河东惨案（淄博）

见房子就放火，见人就开枪

1938年1月30日，日军中队长冈崎调驻淄
川洪山的大前小队、鲁大公司矿警队200余
人，从洪山奔袭河东村。村民用大刀、长矛、土
枪与敌展开血战。遭到抵抗的日军，恼羞成
怒，大施淫威，见房子就放火，见人就开枪。在
村北头，60多名逃难群众被日军追杀，仅有一
人生还，并留下终生残疾，双目被烧瞎。躲藏
于一地窖的32位村民，被日军发现后，用点燃
的柴火全部熏死。在村南头，日军把圈住的11
名群众绑起来，用刺刀一一地穿刺，只有一人
侥幸活了下来，但被穿数刀，打掉一只耳朵。

噪北沙河惨案（枣庄）

见妇女就强奸

1938年3月15日，日军沿铁路南下，行
至滕县北沙河附近，看到铁路桥被炸，铁轨
被扒及抗日标语、歌谣等，前进受阻，恼羞
成怒，对北沙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连走不
动的老人和刚会爬的婴儿都不放过，有的被
绑在树上用刺刀穿死，有的被关进屋里烧
死，有的被扔进水里淹死，有的被捅死后再
开膛破肚，见妇女就强奸。

噪小码头惨案（东营）

用重炮向村内轰击

1941年12月22日拂晓，广饶、临淄两个县
的日寇、伪军，总计500余人，趁人们拂晓酣睡
之际，偷偷地包围了小码头村，想报复击毙其
小队长的八路军武工队。日伪军用重炮向村
内轰击，被炮声惊醒了的村民纷纷逃往野外。
穷凶恶极的日寇扑到村内，挨家搜查，见人就
杀，双目失明的王洪沼与其妻子躲避不及，被
日寇用枪逼着往外走时，因动作慢被捅死街
头；在小码头当长工的刘国栋，因满身疥疮走
不动，被日寇从炕上拖下来捅死在屋中……

从拂晓到上午9点，仅仅三四个小时，
日寇就枪杀、烧死无辜群众74人。

噪海阳“盆子山无人区”惨案（烟台）

实行残酷“三光”政策

1945年5月，由日酋白冈、松崎率领的
3000余名日伪军自青岛和莱阳窜至海阳，占
领了东西绵延50余华里的盆子山区。日伪军
进占盆子山区后，在方圆800余平方里的地区
建据点、修碉堡，在长达105天的时间里，实行

残酷的“三光”政策，采取“驻扎清剿”、“反复
扫荡”和强迫驱赶村民离开家园的手段，制造
了闻名中外的海阳“盆子山无人区”。

日军在盆子山区共制造伤亡5人以上的
惨案就达十余起，累计杀害村民400余人。

噪临朐无人区（潍坊）

县内仅存8万人

日军于1938年1月23日侵入临朐，占领县
城。为了震慑临朐人民，日军大肆杀戮，制造
了一系列惨案。

1940年至1943年期间，由于日伪军烧杀
掳掠，加上严重的旱灾和瘟疫，导致临朐县人
民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大量群众因饥饿、
疾病死亡或逃亡，全县人口急剧减少，据不完
全统计，全县被杀害和冻饿而死者达10万多
人，外出逃荒要饭者达16 . 8万人，县内仅存8
万人，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噪金乡系列惨案（济宁）

数十名教徒被机枪打死

1938年5月，日军从济宁出发，进犯金
乡。5月13日傍晚时分，日军猛攻县城。日
军破城后，进行了疯狂残暴的大屠杀，躲藏
在城墙洞中的民工，或被枪击而死，或被火
烧而亡。数十名教徒以为藏在教堂里面是保
险的，也被鬼子发现，用机枪全打死。

5月11日，日军飞机轰炸过金乡县城
后，又飞临县城西南15公里处的鸡黍集上
空，炸死群众117人，炸伤174人。

……

噪黄前惨案（泰安）

集市上架起机枪扫射

1942年1月20日，正逢黄前大集，黄前
据点的日伪军50余人突然出现，枪口对着人
群开始查“良民证”。到黄前一带执行任务
的泰山专署公安局武装工作队在突围战斗中
打死打伤日军4人，日军恼羞成怒，在集市
东面的小坡上架起机枪，对着人群疯狂扫
射，残杀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

日军走后，周围村庄的群众纷纷前来寻
找自己的亲人，发现仅在一块地里，就有59人
被打死，一具具尸体血肉模糊，脑浆遍地。

噪马石山惨案（威海）

连老妇婴儿也不放过

1942年11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
村宁次亲抵烟台部署，采用“铁壁合围”的
新战法，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分区进行拉网合
围式大扫荡。在反扫荡斗争中，胶东抗日军
民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主力部队
分散活动，巧妙地破“网”而出。

日军合围结束后，大失所望，消灭胶
东八路军主力及胶东党政机关的企图已彻
底破产，遂恼羞成怒，丧心病狂地屠杀平
民百姓。日军对被围在“网”里的避难者
施行了兽性的残杀，连白发的老翁老妇和
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日军“扫荡”
过后，整个马石山上尸骨遍野，惨不忍
睹。据统计，日军在马石山周围残杀抗日
军民500多人。

噪南湖惨案（日照）

大集像开了锅一样

1938年5月12日，正值日照南湖大集。突
然，5架日军飞机飞来，在集市上空低空盘旋，
向毫无防备、毫无抵抗能力的赶集村民狂轰
滥炸并扫射。数十枚炸弹在集市中心爆炸，整
个大集像开了锅一样，人与牛驴猪羊相互碰
撞拥挤践踏，人畜呼喊嘶叫声连成一片。整个
南湖村被一片火海淹没，其惨状目不忍睹。

噪莱芜重大惨案（莱芜）

制造惨案30多起

日军对莱芜进行了近8年之久的野蛮统
治，其间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案。包括南峪
惨案、白冶子沟四二一惨案、仓上村惨案、
石湾村惨案等多达30多起，共惨杀无辜群众
1000多人、致残450多人、被抓去做劳工的
200多人。

噪渊子崖血案（临沂）

杀害自卫队员和村民145人

1941年12月20日凌晨，1000多名日军到
沂蒙山区对八路军进行“铁壁合围”，经过板
泉区渊子崖村时，汉奸谎称渊子崖村驻有八
路军，引着鬼子奔袭渊子崖。村里男女老少自
发组织起来，决心和敌人决一死战。人们在围
墙上修上垛口，墙里搭上架子，与敌人展开了
浴血奋战。由于村民的英勇不屈、坚决抵抗，
加之围墙坚固，两路日军的多次冲锋都被打
退，守卫的群众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后来，
日军见有八路军增援，便撤出了村子。

此战，渊子崖村自卫队员和村民被敌军
杀害145人，伤400余人。毙伤日伪军154人。

噪许庄惨案（德州）

推倒石墙压死村民

1937年10月5日，日军闯入德州地区许
庄，搜查掉队的国民党士兵，捕杀村民。日
军首先将梁福山等10余名青壮年毒打、捆绑
到村西道沟枪杀，后把50余名青壮年拉到张
金城家旁边，有的拿刀砍，有的用刺刀捅，
一起推进猪圈里，又把3位求情的老人扔进
猪圈里，然后扔进点燃的干草，推倒石墙，
将他们全部压死。这一天，日军在许庄共杀
害72名无辜居民。

噪张家楼惨案（聊城）

挨门挨户搜索屠杀

1945年3月31日拂晓，3700多名日伪军和
聊城来的治安军包围了鲁西北抗日堡垒村张
家楼。上午8时许，日军连放三炮，把紧靠北门
的寨墙轰开了大洞，日伪军齐拥入村，接着集
中火力，向村内发动了猛烈的轰击。攻上寨墙
后，日伪军的机枪、步枪等轻重武器组成密集
的火力网，射向村内抗日群众和房屋。从北门
进村的日伪军见人就杀，遇柴就点，见房就
烧。9时许，日伪军由村外、街道屠杀转入挨门
挨户搜索屠杀。非杀即绑，非掠即抢，大批群
众被日伪军刀和机枪杀害在血泊中。

张家楼惨案，日伪军共杀害共产党员、
村干部、民兵和群众333人，打伤271人。

噪惠民花家堡惨案（滨州）

架起重机枪向村内扫射

1937年11月11日，顺沧县、潍县公路南
下的日军第109师团所属步兵118旅团，旅团
长本川省三少将率旅团部及119联队，约
4000余人，乘汽车、坦克入侵惠民县境。当
行进到惠民城北15华里的花家堡村附近时，
被公路上国民党守军事先挖好的路障沟壑所
阻。他们以为是花家堡村民所为，十分恼
怒，便直冲花家堡扑去。

疯狂的日本兵，先是在村边架起重机枪
向村内扫射。群众闻讯后，纷纷四处逃跑，来
不及的便躲藏起来。射击后，见村中没有动
静，日寇便冲进村，见人就杀，见物就抢，东烧
西砸，糟蹋了数小时之久。据统计，日军在花
家堡村杀害群众21人，烧毁房屋数10间。

噪定陶苗楼惨案（菏泽）

用刺刀逐一补刺

1940年10月27日，曹县古营集据点和
袁阁村据点的日伪军1000余人，气势汹汹
地向定陶苗楼村围攻过来，并用迫击炮轰
击寨内，以报复苗楼村红枪会多次打击日
伪军，抗拒拉夫缴粮。村民毫不畏惧，依
靠高厚的寨墙和炮台还击，土炮威力巨
大，一打一大片，使日伪军一时无法靠
近。周围村的一千多红枪会会员也陆续赶
来参战，与寨内的红枪会会员合力打退了
敌人的进攻。日军不想善罢甘休，又组织
进攻，终于用猛烈炮火轰塌了寨墙，攻开
了西门，涌入寨内。撤退的红枪会会员和
群众在东门遭到日军伏击，两挺机枪疯狂
扫射，当场就打死打伤300多人。之后，日
军又对着成片倒地的红枪会会员和村民，
用刺刀逐一补刺，300余人全部被杀死，东
门外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通讯员 韩磊 张茜 记者 李占
江 整理）

□记者 李占江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12日讯 铭记历史的

痛，敲响今天的钟。在首个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记者从省
档案局获悉，从12月13日起，我省将每
天在省档案局官网公布一组日军在山东
所酿惨案的档案，连续公布17天。各市
档案局也将在各自官网上公布当地惨案
档案。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当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进入
南京后，对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
行了连续六周的大屠杀。在震惊中外的南
京大屠杀中，数十万同胞惨遭杀戮。时光
流逝，但历史不能忘却。今年2月27日，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
定，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

“ 山 东是受日 本 军 国 主 义 侵 害 最
早 、 最 深 的 地 区 之 一 。 翻 开 历史的 案
卷，能看到在日军侵略山东期间，一幕
幕惨剧不断上演……”省档案局副局长
苏东亮介绍，早在1894年，北洋海军在
威海覆灭，日军便踏入了山东。 1 9 1 4
年，日军在龙口登陆，对德占领区青岛
发动进攻，使青岛成为“一战”中亚洲
的唯一战场。此后，日本借机占领山东
部分地区长达8年。

1928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
案”，数千同胞惨遭杀害，其中不乏手无
寸铁的儿童、妇女、学生。随后，日军不
断制造分裂山东和整个华北地区的阴谋活
动。“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日本侵略
者再次占领山东8年之久。“山东人民饱受
日本军国主义蹂躏长达半个世纪，强盗的
铁蹄几乎踏遍了山东大地，制造了无数惨
案。”苏东亮说。

首个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省档案局
联合17市档案局开展“国家公祭日山东17
市联动”活动。12月13日开始，省档案局
将每天在官网上公布一组日军在鲁所酿惨
案的档案，连续公布17天。各市档案局也
将在各自官网上公布当地的惨案档案。这
些惨案档案既包括文字、数据，又附有相
关照片佐证。“从中可以看出，日军极尽
人身侮辱、残酷刑罚、虐待屠杀之能事，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被日军血洗过的地
区，处处断壁残垣，十室九空，尸骨遍
野，满目焦土，很多地区甚至成了‘无人
区’。”苏东亮说，那些惨痛的场景，至
今看来仍触目惊心。

据了解，此次省档案局将陆续公布的
17件日军在鲁所酿惨案的档案包括：发生
在济南的五三惨案、发生在青岛的毛子埠
惨案、发生在淄博的河东惨案、发生在枣
庄的北沙河惨案、发生在东营的小码头惨
案、发生在烟台的海阳“盆子山无人区”
惨案、发生在潍坊的临朐“无人区”惨
案、发生在济宁的金乡系列惨案、发生在
泰安的黄前惨案、发生在威海的马石山惨
案、发生在日照的南湖惨案、莱芜重大惨
案、发生在临沂的渊子崖血案、发生在德
州的许庄惨案、发生在聊城的张家楼惨
案、发生在滨州的惠民花家堡惨案和发生
在菏泽的定陶苗楼惨案。

“以档案史料为佐证，揭露当年日
本侵略者在山东犯下的滔天罪行，牢
记侵略战争造成的深重灾难，并以此
祭奠在侵略者铁蹄下死难的人民。”
省委副秘书长、省档案局馆长杜文
彬说，追忆遭受侵略的苦难，悼念
惨遭屠戮的山东军民，是为了铭
记历史，警惕和避免历史悲剧的
重演。

淄博河东惨案纪念碑。（资料片）

南京大屠杀主犯

判决书公布
《南京大屠杀档案选萃》发布四、五、六集

综合新华社电 12月
12日，国家档案局在其官
方网站发布七集网络视频
《南京大屠杀档案选萃》
的第六集《对日军南京大
屠杀案罪行的调查与证
词、判决书》。

《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案
罪行的调查与证词、判决
书》展示了由南京市档案馆
收藏的南京市市民呈文3
件、《堵述初：敌人对于南京
之毁坏及其暴行一斑》《南
京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奉
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
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

会调查表》等材料，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证词》《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判决
书》等材料。

12月11日，国家档案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七集网络视
频《南京大屠杀档案选萃》的第五集《慈善机关埋尸记录
与被害者坟冢照片》。

《慈善机关埋尸记录与被害者坟冢照片》展示了由南
京市档案馆收藏的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埋尸记录、南
京敌人大屠杀被害者埋藏地址摄影、南京慈善机关暨市
民鲁甦报告敌人大屠杀概况统计表等。这些资料中的数
字以及照片中的垄垄坟丘，记载了当年日军南京大屠杀
的累累罪行。

12月10日，国家档案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七集网络视
频《南京大屠杀档案选萃》的第四集《中国共产党主办的
报刊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
展示了收藏在中央档案馆的《新中华报》、《群众》周
刊、《救国时报》、《新华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
道，以及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印的《日本在沦陷区》一
书等。

《新中华报》等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通过《尸
山血海的南京——— 敌在南京之空前暴行》《人类共弃的
敌军暴行》《日寇在南京的兽行》《日寇的残杀奸
淫，绝灭人性！》《恐怖的南京城大火卅九日未熄》
《南京紫金山下杀人竞赛 寇军暴行惨绝人寰》等报
道，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进行了揭露。
《日本在沦陷区》是一本较全面汇编日本在中国沦
陷区的战争暴行与侵略材料的书籍，资料主要来
源于当时的中外报刊、书籍、报告等，共三编，
其中第三编收录了日军的暴行资料。

３０万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遭到屠杀，２万
多起妇女强奸事件，三分之一以上城市建筑被毁……７７年
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城犯下了滔天暴行。

今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国家公祭祭奠谁？如何参与国家公祭？谁又是第一个建议
设立公祭日的人？记者专访了相关专家学者，对公众关注
的问题一一作出解答。

国家公祭祭奠谁？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化学武器死难者、细菌战死难
者、劳工死难者、慰安妇死难者、三光作战死难者、无差
别轰炸死难者……今年７月６日上线的国家公祭网主页，列
出了七类遇难对象供海内外网民悼念。

既然国家公祭日以“南京大屠杀”定名，公祭时间也
确定为每年的１２月１３日，为何公祭对象却如此“宽泛”？

“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侵华日军滔天罪行中最典型的一
例，但南京不是全部。”作为国家公祭日设立专家组成
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
绍，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魔爪遍及中国各地，无数同
胞遭遇杀戮。因而，专家组经慎重考虑后认为，既然是举
国公祭，应将更多的战争死难者作为对象。

今年２月通过的法案，明确公祭对象为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及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被杀戮的同胞。

如何参与国家公祭？

灾难的历史，理应成为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高
规格举行国家公祭，更需全民一起参与。

自国家公祭日设立以来，越来越多的公众走进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在“万人坑”遗址边
默哀，在“哭墙”前献花；数以千万计的网民，在国家公
祭网和手机客户端上，进行网络祭奠。

12月１３日，首个国家公祭日当天，又该如何参与？
朱成山等专家建议：为遇难同胞送上一篇悼文或几句

祭语，用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与悼念；打开电视、广播或
网络，随时注意南京主会场的公祭仪式，在警报声响起的
那一刻，立即停止手中的一切，在警报声中肃立、默哀；
关注公祭仪式的细节设计，领悟“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的要义。此外，当天应尽最大可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短暂的公祭仪式很快就会结束，更重要的是要从中收
获铭记历史的责任、振兴国家的担当。这是举行国家公祭
的要义所在。

谁第一个建议设立国家公祭日？

原全国政协常委赵龙是最先在全国两会上建议设立国
家公祭日的人。２００５年３月，这份由４９位政协委员联名提
交的提案，成为当年两会的一个热点话题。自此，关于设
立国家公祭日的呼声一直没有断过。

不为公众所知的是，赵龙的提案，最先出自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想法和委托。

２００４年年底，赵龙参观完纪念馆后从朱成山那里获知，
二战后，主要参战国政府纷纷推出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
祭的形式来祭奠遇难国民。而我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却没有
类似的日子。“国家公祭的想法最早是朱馆长提出来的，我
想可以把这个写成提案，到两会上呼吁。”赵龙说。

（据新华社南京１２月１２日电）

公祭对象不限于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新华社发
谷寿夫的判决书封面。

■这些惨案档案既包括文字、数

据，又附有相关照片佐证。“从中可

以看出，日军极尽人身侮辱、残酷刑

罚、虐待屠杀之能事，烧杀抢掠，无

恶不作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德州城。（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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