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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4日，“8·15”纪念日的前
一天，94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
道荣在家中翻看老照片。老人长久
地凝视，轻轻地摩挲着泛黄的老照
片，时间仿佛回到了过去。

1937年，葛道荣的叔父和两位
舅舅惨遭日军杀害，年仅10岁的他
逃进安全区却被日本兵用刺刀刺伤
右腿。

“父亲从未忘记那段历史，每到重
要时间节点感触则会更多一些。”葛道
荣的次子葛凤瑾说，父亲花了10多年
时间，写下近10万字，记录自己在南京
那段至暗时刻的惨痛经历，取名《铭记

历史》，家中子孙人手一份。
对葛道荣所代表的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群体而言，如果“12·13”标志
着被黑暗吞噬，那么“8·15”则意味
着光明重来。

随着老人们逐渐年迈，幸存者后
代接过了传承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
的接力棒。自20世纪80年代起，葛
凤瑾一直致力于讲述并传播这段史
实。他曾作为幸存者后代代表去日
本参加和平主题论坛。

“近几年来，许多幸存者的第二代、
甚至第三代加入维护和传播史实的队
伍中，为和平贡献新力量。”南京侵华日

军受害者援助协会会长张连红说。
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

杀在世幸存者数量定格在“65”。
2021年以来，已有7位幸存者离世，
分别是杨翠英老人、蔡丽华老人、李
如富老人、陈文英老人、戚振安老人、
金同和老人、马继武老人。

老人们进入耄耋之年，既要“延
续”家族记忆，更要努力“延缓”他们
的生命。

往年的8月15日前后，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会
举行纪念活动。受疫情影响，纪念馆
自今年7月27日起临时关闭。但援

助协会与幸存者的联系不掉线、服务
从未断档。

打包、消毒、填写地址……连日
来，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李雪晴和同
事们为老人寄送口罩、洗手液等防疫
物资，以及毛巾、米油、坚果等爱心礼
包。并通过电话、微信等关心幸存者
及其家属，了解幸存者健康状况、有
无家庭成员患病隔离等，如有困难则
一一落实解决。

2018年，援助协会与江苏省人
民医院妇幼分院合作，成立幸存者健
康呵护服务队。疫情期间，援助协会
设立专人专线，由服务队医务志愿者

线上解答健康咨询问题，为老人提供
应急诊疗方案，并在江苏省人民医院
开通就医绿色通道服务。

“幸存者们承载了民族苦难的记
忆，既是历史重要的证人，在幸存者的
口述实录面前，任何企图歪曲历史的
言论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也是需
要关爱的特殊群体，以个体生命历程
传达出比宏观叙事的历史事实更加震
撼的感受，真正唤醒人们反对战争、珍
爱和平的认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新华社南京8月14日电 记者
邱冰清 蒋芳）

用余生等待道歉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65人

新华社上海8月14日电（记者
潘旭）8月14日是第9个世界慰安妇
纪念日。记者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
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了解到，目前中
国大陆在世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人数为14位。

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慰安妇”
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
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

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也是日本军国主
义违反人道主义、两性伦理、战争常规
且制度化了的国家犯罪行为。

苏智良从事慰安妇问题研究近
30年，他将全国范围内经研究确认
的慰安所绘制成地图放于上海师范
大学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内。

“当年慰安所数以千计，仅上海就有
172处。根据文献和调查，有数十万

各国的妇女成了性奴隶。”
近年来，研究中心调研团队多

次赴湖南、海南、山西等地调研，通
过实地走访、聆听受害者口述、查
阅县志后建立研究档案。经调研
确认，2020 年至今有数位受害者
离世；今年 5 月，调研团队新确认
了 3 位受害幸存者。据研究中心
统计，目前在世的中国大陆受害者

人数为14位。
今年5月，研究中心调研团队在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等地确认了3
位受害幸存者。3位老人分别出生
于1922年、1925年和 1930年。根
据当事人口述，1943年，当时年仅13
岁的小瑞奶奶（根据家人意愿、不公
开真实姓名）在家中劳作时，不幸被
进村的日军抓住，后被关在日军据点

的军营，惨遭日军性暴力。
“提及往事，老人就发抖、流泪，

如今，老人还会被噩梦惊扰。”研究中
心调研团队成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陈丽菲说。

近年来，研究中心设立并使用
“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基金，持续
加大对受害者的生活、医疗和丧葬援
助，并推动各项学术研究。

上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大陆在世受害者剩14位

遮阳斗笠一戴，捞杆一起一落，
“啪”的一声，迸溅的水花连带着垃圾
“飞”在空中，再一收一扯，垃圾准确
进筐，这时“嘟嘟嘟”的船机声再起，
声音飘荡去了远方。

七夕这天，在福建省福州市浦下
河上，河面保洁员王桂药在船尾手握
转轴，时刻关注着在船头捕捞垃圾的
妻子。

王桂药今年65岁，他的妻子刘凤
美63岁，两个人结婚已有41年。在
还是婴儿的时候，双方的“爱情故事”
便已经开始了。

当时，彼此的父母因为走得近，便为
这对孩子结下了“娃娃亲”。由于村子相
隔10多里路，交通不便，直到王桂药24
岁，两人才在媒婆撮合下初次见面。

“当时穷，没有像现在的房、车、
礼金，我只带了一盒百雀羚和一瓶玫
瑰油去娶她，就这些还是自己用过
的。”王桂药说。

“虽然当时心情激动，但我们两
个人坐在长凳上，一直低着头，不敢
看对方，非常害羞，没有说过一句
话。”在王桂药看来，农村人结婚不看
长相，只看对方是否勤劳、肯干活。

“仅凭这点，就认定是她了。”
成亲后，夫妻二人开始以养鱼

为生，每天凌晨 4 点就得起来忙
活。丈夫王桂药精通水性，在船尾
开船，妻子刘凤美则在船头拉鱼
草。“装船的鱼草有 3 至 4 吨，叠起
来比人还高。”刘凤美说，这点鱼草

的量才够鱼吃一晚上，每天都要去
拉，很辛苦。

后来养鱼不景气，2011年王桂
药和刘凤美到福建打工，经过老乡
介绍，两个人在一家城市环卫公司

找了工作：妻子被分配到浦下河当
河面保洁员，王桂药则做了路面环
卫工人。

过了3年，刘凤美主动跟公司提
议让王桂药跟着自己一起工作，最后

两个人在同一条船上又开始了船头
和船尾的平凡生活。“我做路面工作
的时候看不到她，经常会怕她掉到水
里，因为开船要顺着船头人的站姿
来，不然开错了，船头的人会因为惯
性冲出去。”王桂药说，两个人之前拉
鱼草的时候就是船头和船尾的默契，
如果换个人不了解情况，自己会非常
担心。

想起那天两个人又重回一条船
上工作时，刘凤美低着头笑了笑，说：

“两个人在河上乘船，这么好的环境，
还有点浪漫。”兜兜转转，夫妻二人在
船头和船尾书写了40多年的爱情，条
件艰苦的时候，出船拉鱼草是船头和
船尾的共患难，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每天出船捞垃圾，是船头和船尾的照
顾和配合。

船到岸后，王桂药和妻子拖着两
个沉重的垃圾篓，倒了垃圾。妻子从
电瓶车里拿出水递给王桂药，用肩上
披着的抹布给他擦汗，然后脱下自己
的斗笠给王桂药扇风。两个人休息了
10分钟，便又上船开始清理河面去了。

相濡以沫大半辈子，刘凤美说不
上“爱情”是什么，只知道它该像这条
河一样清澈。

（新华社福州8月14日电）

“百年修得同船渡”
——一对环卫夫妻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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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派工作组
赴青海刚察县
指导煤矿透水事故救援处置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记者刘夏村）记者
14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当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
治州刚察县柴达尔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事故发生
时，井下有作业人员21人，已有2人升井（1人死
亡、1人受伤），另有19人被困井下。

接报后，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部长黄明立
即到部指挥中心，视频调度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要求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全力救援、科学施救；
认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追责，督导各
地进一步加大严格监管力度，严防重特大事故
发生。应急管理部已指派副部长、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局长黄玉治率工作组和专家赶赴现场
指导救援处置。

事故发生后，柴达尔煤矿救援队、海北州消防
救援队伍等救援力量立即组织施救，目前救援工
作仍在进行中。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济南8月14日电（记者
王志）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14日
晚通报，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阿里
女员工被侵害”一案，公安机关在济
南、杭州两地同步全面调查取证，依
法开展讯问询问、调阅视频监控、固
定提取电子数据、勘验检查等工作。
经调查，阿里巴巴集团王某文、济南
华联超市张某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
嫌强制猥亵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经调查，7月27日，阿里巴巴集
团王某文、周某（女）等4人到济南华
联超市洽谈业务并签约，当晚4人在
饭店宴请济南华联超市张某等4人。
7月28日上午，周某认为自己可能在

醉酒状态下被人侵害，与丈夫通话后
于中午报警。

7月 28日 12时许，槐荫区公安
分局张庄路派出所接110报警后第
一时间处警，并于当日受理为刑事
案件。值班民警到槐荫区济南西
站亚朵轻居酒店后，调取查看监控
录像，对房间进行勘查。经查实，
周某系退房后报警，其入住房间已
打扫。随后，民警立即带领周某前
往山东省立医院进行人身检查。
28 日 15 时许，公安机关电话通知
周某举报的男同事王某文到派出
所接受调查。

因案情比较复杂，需多方取证调
查，根据相关规定，7月29日，槐荫区

公安分局将此案立案审查期限延长
30日。8月10日，立为强制猥亵刑事
案件。

经查证，7月 27日晚至28日凌
晨，王某文先后四次进入周某房间。
其中，第一次为王某文等人送周某回
到酒店房间休息，随后王某文在酒店
门口欲打车离开时，接到一名同事电
话告知，周某多次给其打电话说话含
糊不清，让王某文去查看周某情况。
王某文返回酒店前台，持周某及本人
身份证，经前台电话联系征得周某同
意后，办理了周某房间的房卡，于27
日23时23分进入周某房间，对周某
实施了强制猥亵行为，于23时43分
离开。王某文第三次进入周某房间

是受另外一名身在杭州同事所托，向
该同事证实周某已入睡后离开；第四
次进入周某房间是取回遗忘的雨伞
后离开。

8月4日，周某再次报警称：“7月
27日晚上就餐时因醉酒被人猥亵。”
经查证，7月27日21时29分，周某因
饮酒过多欲呕吐时，张某陪其一起走
出包间，在返回包间途中张某对周某
实施了强制猥亵行为。7月28日7时
许，周某与张某联系，告知房间号
码。随后，张某到达周某所住酒店，
敲门进入周某房间后，对周某实施了
强制猥亵行为。

此外，通过大量证人证言等证
据，未发现周某被迫出差情况。经查

实，7月27日当晚，王某文、张某、周
某等6人饮用近5瓶白酒，就餐期间
无人强迫饮酒，周某饮用白酒约350
毫升。

案发后，槐荫区公安分局开展立
案调查，为确保调查权威、准确、专
业，济南市公安局抽调精干力量，组
成专案组，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督导并组织专
家参与了案件办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37条规定，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张某
因涉嫌强制猥亵罪，已被槐荫区公安
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
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济南警方通报“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

两人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山东：不唯学历资历
职工可越级参评高级技师

新华社济南8月14日电（记者邵鲁文）记
者从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山东
日前印发《关于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企业技能人
才自主评价的通知》，支持企业结合企业工种
（岗位）实际，进一步突破工作年限和职业技能
等级的要求，灵活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技能人才
自主评价，从而保障企业加快推进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

据山东省人社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山东
支持企业对技能等级要求进行适当调整，企业
可根据相应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不唯学历、
资历，结合企业特殊要求，对职业功能、工作内
容、技能要求和申报条件等进行适当调整，允
许职工破格或越级参加高级工、技师、高级技
师考评。

此外，山东支持企业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开
展评价。企业可根据其生产技术、工艺装备和
产品类型等不同要求，采取考核鉴定、考评结
合、过程化考核、业绩评审等灵活多样的方式，
对特殊工种岗位可突出生产技能操作，免于理
论考试。对在职业技能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为企业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做出突出贡献，创造
重大经济效益等的人员，企业可直接认定其相
应职业技能等级。

据悉，山东于2020年出台《关于全面推开企
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
部署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目前，山
东已备案自主评价企业1152家，自主评价技能人
才14.5万余人。

福建漳州17人在海边落水
10人死亡1人失联

新华社福州8月14日电（记者吴剑锋）记者
从福建省漳州市委市政府获悉，8月14日下午，
17名外地人员自行来到漳州市漳浦县前亭镇江
口村附近海滩，被卷入海中。接到报警后，漳州
市、县两级全力组织搜救。截至目前，已搜救出落
水人员16人，其中10人经抢救无效死亡，6人生
命体征平稳，其余1人正在搜救。落水原因还在
进一步调查中。

水利部：加强防范应对
强降雨引发的4大问题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水利部14日发布
的重要汛情通报显示，8月13日12时至14日12
时，湖北、湖南、重庆等地2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
洪水。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
部署近期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时强调，各级水利
部门要加大预报预警和指导支持力度，有力防
范应对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
中小水库安全风险、城市内涝，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

李国英指出，预计未来几天，长江中下游、
西南、华北及新疆等地部分地区仍将有强降雨。
各级水利部门要力求提前作出精准预测预报，及
时将预报结果直达相关地方，提醒高度关注强降
雨区域内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特别
是病险水库安全风险、城市内涝等，提出有针对性
的防御意见，并提前预置力量下沉一线，指导做好
防范应对工作。

召开临时股东会通知书
周山峰先生（身份证号码：460026****2430）、邝学军先生（身份
证号码：140104****1619）、朱炳星先生（身份证号码：211325****
2934）、屯昌惠农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26日，周山峰、邝学军、朱炳星与我司共同设立
屯昌惠农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农公司），然惠农
公司成立至今，没有发展任何经营活动，也未曾召开过股东会，并
且，我司发现惠农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有私刻我司公章的情况
存在。鉴于惠农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可能会对
股东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为妥善解决上述事宜，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我司现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对解散公司
事宜进行表决，希望您们于2021年8月20日到惠农公司办公室
参加股东会。特此通知。

万宁德耕农业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八月十二日

根据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南省应
急物资储备中心项目征地前期工作方案的通知》（琼中府办函
〔2021〕72号）文件，海南省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项目拟征收位于湾岭
镇岭门村委会干埇坡村东南侧约500米处的深拉坳园，用地面积
339.045亩。经调查，在用地范围内发现许多坟墓，为顺利推进项目
建设，现就有关坟墓迁移事宜公告如下：

请涉及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8月
30日前与湾岭镇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所联系，办理迁坟手续尽快择
日迁移。逾期不联系或者不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无主坟，将按无主
坟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86305649 17889927309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人民政府

2021年8月13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人民政府关于海南省
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项目用地范围坟墓迁移的公告

根据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琼中县通
用机场项目征地前期工作方案的通知》（琼中府办函〔2021〕74号）文
件，琼中县通用机场项目拟征收位于湾岭镇乌石互通以西南斗岭以
东的乌石村委会福山村、南斗村、山尾村一带，用地面积535.779
亩。经调查，在用地范围内发现许多坟墓，为顺利推进项目建设，现
就有关坟墓迁移事宜公告如下：

请涉及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8月
30日前与湾岭镇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所联系，办理迁坟手续尽快择
日迁移。逾期不联系或者不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无主坟，将按无主
坟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86305649 17889927309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人民政府

2021年8月13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人民政府关于琼中县
通用机场项目用地范围坟墓迁移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