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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
初，日本右派政
治家石原慎太郎
與富商盛田昭夫
合著的《日本可
以說 「不」》，
對美國進行了猛

烈的抨擊。美國一些國會議員亦對石
原的言論進行了激烈攻擊，認為此書
暴露了日本 「稱霸世界」的野心。為
了回答美國人的攻擊，也是為了進一
步闡述自己的觀點，石原慎太郎又與
渡部升一、小川和久一起，編寫出版
了《日本還要說 「不」》。作者們在
文中極力掩蓋日本侵華的滔天罪行，
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事實。

本書的撰寫對象是美國。作者們
竟然提出，美國誣衊日本軍人曾進行
南京大屠殺，目的是使投擲原子彈成
為合法的軍事行動。為了消除各國的
「誤解」，他們在書中拿出所謂的
「證據」，以證明南京大屠殺是 「虛

構」的。首先，他們認為當一個首都
在戰爭中陷落時，大量的死亡是正常
現象。中國軍隊無視日軍的勸告，南
京陷落在即依然頑強死守，他們的死
亡是咎由自取。此外，在南京居住的
外國人（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等
）沒有一個人寫過關於南京大屠殺的
報道。渡部升一更自稱在美國的圖書
館，查閱戰時的雜誌，並沒有大肆報
道南京大屠殺。他認為，日軍佔領南
京不是發生在密室的事件，而是在國
際監視下進行的。最後，在東京審判
時，馬基牧師作證說，暴行只是傳聞
，根本沒有發生。因此，美國宣傳南
京大屠殺的暴行，目的是令人對日本

留下殘暴印象，並最終竟成為原子彈轟炸的理由。所以，他
們竟斷言，南京大屠殺是子虛烏有之事。

南京大屠殺的最真實材料
九十年代初，每個中國人讀到以上的觀點後，莫不義憤

填膺。以下是我舉出的一些鐵證，指正石原慎太郎等人對南
京大屠殺提出的歪論。首先，戰爭上的傷亡不應算是屠殺，
是他們開脫罪名的藉口。但當國軍投降後，日軍在南京仍然
大規模地屠殺戰俘，他們三人則隻言片語亦沒提及，像是沒
有發生過的事。事實上，日軍在攻佔南京後，曾對中國士兵
進行集體大屠殺。日軍先答應降軍只要停止對抗，便報以公
正的待遇，騙他們自動向日軍投降。然後日軍將他們分割成
為一至兩百人的組合，送到南京近郊的不同地區，將他們殺
掉。日軍的殘殺戰俘行動毫不遵守國際公約，只求在短時間
內令中國喪失抗日的軍事力量。

本書的作者們竟提出沒有外國人對南京大屠殺有所記載
，從而大膽推論事件根本從沒發生。我認為這一論述完全是
謬論。只要看看章開沅教授多年來的研究，便可知沒有外國
人的見證此一論點，完全不能成立。在南京陷落時，貝德士
（Bate）、費吳生（Fitch）、威爾遜（Wilson）等國際委員
，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堅持逐日逐事記錄下日本侵略者的
殘暴罪行。貝德士估計在上海和南京地區至少有三十萬平民
已被殺害。同時，拉貝（Rabe）亦做了大量救濟難民與對
外揭露日軍暴行的艱巨工作。後來他被調回德國後，整理自
己的日記和有關資料，為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暴行留下重要
罪證。貝德士作為重要證人，曾先後出席東京、南京兩次軍
事法庭對日本侵華主要戰犯的審判。這批外國人的詳實報道
，可謂鐵證如山，是指證日軍暴行的最真實材料。

投原子彈非美軍原先計劃
最後，美國投下原子彈的行動應不是最初部署的攻擊日

本計劃。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盟國發表了波茨坦宣言，
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可惜日本接到宣言之後，當局舉棋不
定，對宣言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美國為減少美軍登陸日本
本土的傷亡（軍事史家估計，美軍在沖繩島戰役中有六萬五
千六百三十一人的傷亡），決定使用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
。八月六日，第一顆原子彈投落廣島，八日，第二顆原子彈
投落長崎，先後造成二十萬人的死傷（《百年叱咤風雲》紀
錄片講述原爆後日本的慘況）。日本天皇召開御前會議，決
定接受宣言，向盟國投降。回看這段決定性的歷史時刻，美
國原初並沒有使用原子彈的戰略，根本無須製造日人為暴民
的理由。

總而言之，石原慎太郎等人對南京大屠殺的觀點，實沒
有充足的歷史證據支持。只要我們從本文的角度反思，便知
南京大屠殺實是無從否定的歷史悲劇。

教育教育
觀點觀點

編修地方志是中國歷史傳統。漢代開
始修地方志，到明清最盛，從縣到全國依次
有縣志、府志、省志、一統志。今天，海
峽兩岸皆有修志。地方志的作用是「資政、
教化、存史」，它像一個地方的百科全書。

據介紹，新中國開國領袖毛澤東，每
到一地，總是先看志書。

現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福建寧德工
作時說過， 「要馬上了解一個地方的重要

情況，就要了解它的歷史。了解歷史的可
靠的方法就是看志，這是我的一個習慣。
過去，我無論走到哪裡，第一件事就是要
看地方志。」

二○○三年，香港文化委員會在其報
告書指出， 「我們建議政府編纂《香港地
方志》，讓更多人更有系統地認識香港的
人文和風土歷史。」十年快過去，香港地
方志卻面臨夭折，怎能不令人扼腕？

【本報訊】李求恩紀念中學與黃大仙
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
會和香港資優兒童家長會合辦 「資優孩子
在香江」專題講座，吸引了近三百名家長
、學生參加。

資優兒童常被稱為天才，香港資優兒
童家長會主席林潤富則以家長身份，分享
家長 「資優？知憂！」的經歷：他以十五
歲取得浸會大學學士兼碩士的沈詩鈞及十
四歲拔尖中文大學醫學院的何凱琳為例，
表明家長、教師、社會都應關注資優生的
人際關係、心理成長等問題。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則主講 「香港要怎

麼樣的人才庫」，希望家長多開發有人際
溝通的平台，給今日的小孩子在智商以外
，情商、逆境智商都有鍛煉的機會。

香港城市大學數學系教授韓耀宗則講
解 「如何培育數學資優孩子」。這個育有
兩位數學資優生的學者表示，在今日通識
教育取向下，對數學資優的專才有衝擊。
家長要 「陪」育資優的孩子，讓他在關愛
下成長。

李求恩紀念中學楊定邦助理校長則介
紹該校將於四至五月開辦的數學資優探究
課程，詳情可瀏覽www.lkyms.edu.hk。

五年前的二月十四日是西方情人節，其時正逢香港第三
屆特首選舉期，當天由嶺南大學牽頭的 「香港地方志工程啟
動儀式」在銅鑼灣世貿中心舉行，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國務
院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第二號人物朱佳林親臨主禮。李剛對
本報等傳媒說， 「沒有什麼事比編修香港志更重要的了，這
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本報記者現場採訪，未見特區政
府任何司局級官員出席。

嶺大其後組成 「香港地方志籌備委員會」，由時任校長
陳坤耀擔當召集人，嶺大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劉智鵬
出任秘書長，委員包括香港歷史博物館原總館長丁新豹、香
港珠海學院中文系教授蕭國健、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陳弘毅
、嶺大榮譽教授劉蜀永、恒和航運董事經理譚廣濂。計劃明
年起分批出版《香港通志》五十五卷，涵蓋遠古至一九九七
年六月三十日，預計需要經費二億五千萬港元。（見附表）

政府無任何資金支持
不過，據劉蜀永在今年出版的《紫荊論壇》創刊號撰文

透露，○六年五月廿五日，嶺大校長陳坤耀聯同中國地方志
指導小組秘書長秦其明和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到禮賓府
拜訪特首曾蔭權，曾氏口頭支持嶺南大學牽頭編修香港地方
志， 「但他又表示，特區政府不能出錢。」

劉蜀永寫道， 「（特區）政府曾在給嶺南大學的一封信
表示過要給予香港修志所謂 『非主導性支持」，但至今未曾
給過香港修志任何一點實際的支持，甚至從未公開發表過任
何支持香港修志的言論。」關於政府對社會普遍贊同的香港
修志實際採取 「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他所接觸的許多香
港學者和朋友都表示不明所以。他慨嘆，現在是民間熱心人
士承擔本應由政府負責的職責。

與劉蜀永並肩作戰的《香港通志》主編劉智鵬表示，地
方志基金會成立七年來，每年要籌措逾百萬經費以應付基本
運作，他為此四出向各大富豪、慈善基金會請求支持，足足
支撐了七年。他坦言對這種 「沿門托缽」的工作深感疲累，
也慨嘆香港作為重要的國際都市， 「竟然從政府到市民對編
修地方志這關乎自己歷史的事情都不重視，長遠或造成自己
不知前路去向。」

工程啟動5年面臨停頓
劉智鵬透露，缺乏經費令香港地方志工程面臨停頓，連

帶香港地方志基金會、香港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香港地方志
辦公室及《香港通志》編輯部都將停擺，他本人今年暑假後
將重返嶺大歷史系教書。

《香港通志》已編制出篇目，正着手編集人物志，收錄
九七前辭世的逾千個各界名人。令人慨嘆的是，七年前應陳
坤耀邀請，透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以學者身份來港協助推動
香港地方志工程的劉蜀永，今年九月二日居港滿七年而成為
身份證三粒星的香港永久居民，地方志卻可能無以為繼。

資料顯示，截至○七年，香港和澳門這兩個特區都沒有
地方志，但澳門在○八年十二月啟動《澳門地方志》編纂工
程，涉款六億元，經費由澳門政府全力支持。主禮者之一就
是朱佳木和其後的特首崔世安。

換言之，假若香港地方志夭折，香港勢必成為全中國唯
一一個沒有地方志的城市。在港澳相繼回歸祖國，並與內地
日漸融合之際，香港的缺席，不單是香港社會的損失，更是
特區政府的缺失之一。

馮偉華等連任教協理監事
【本報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選出新一屆理監事，

現任會長馮偉華領軍的唯一候選內閣獲得連任，總得票不足
三萬，遠低於教協七萬會員總數的四成。

教協昨公布第二十屆理事會選舉結果，共發出七萬五千
張選票，只回收三萬張，廢票佔近一成，白票和廢票合計二
千四百張。候選的馮偉華內閣只得票二萬三千八百張，除了
會長馮偉華，副會長包括（前會長）張文光、黃克廉、創盛
宗和馮碧儀。

教協又選出第十一屆監事，二萬多張選票中，前副會長
潘天賜獲一萬一千多票居首，前總幹事戚本盛以九千六百多
票居次。資深監事冼錦維和陳中禧則落選。教協新一屆理監
事將於五月就職。

【本報訊】融樂會總幹事王惠芬要求政府增加對少
數族裔學童的支援，特別是增撥資源協助幼稚園聘請
中文教師及教學助理，讓少數族裔學童從小學好中文
，以至最終可以應付中學文憑試。她寄語候任特首梁振
英落實有關政策，若情況無改善，不排除控告政府。

王惠芬昨天在商業電台節目表示，本港現有二十
多萬少數族裔，其中兩萬餘人在學，但政府過去十多
年都忽視這類孩童的教育問題。當局在資源及人力上
，都能解決到少數族裔學習問題，目前只是欠缺政治
意願及同等關懷，若政府官員當少數族裔是社會一分

子，自不會無視問題存在。
王惠芬說，中文並非少數族裔學童的母語，政府

有責任扶助他們學習。雖然當局鼓勵有關學童融入社
會，但對幼稚園的實際支援只有學券制，減輕家長的
學費負擔，根本幫不到教師專注處理少數族裔問題。

她認為，教育局應趁少數族裔學童不太多情況下
，盡快解決其中文學習問題，避免問題惡化，否則涉
及的資源將大增。她批評，教育局未提供額外配套及
資源，協助少數族裔學童融入主流教育，令融入政策
只流於空泛，她呼籲在幼稚園階段增撥額外資源，讓

有收少數族裔學童的幼稚園，可以聘請一名少數族裔
教學助理，協助學童了解課堂內容，當局同時要向少
數族裔家長講解學校政策。因為在基礎教育階段，為
少數族裔學童打好中文基礎，日後會較容易應付中小
學的學習內容，將來亦能貢獻社會發揮所長。

王惠芬又表示，希望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兌現政
綱承諾，為少數族裔學童提供中文學習支援，切實解
決問題，以發揮少數族裔人才資源，貢獻社會。她補
充，若情況無改善，不排除申請司法覆核甚至控告政
府違反平等機會條例。

香港將成為全中國唯一沒有地方志的城市。
雖然本屆特區政府最高層贊成民間編修香港地方
志，但六年來並無給予任何資金或公開言論支持
，令啟動五年的「香港地方志工程」面臨停頓，強
撐七年的地方志基金會已乾涸。以內地專才身份
來港協助編修地方志的香港史專家劉蜀永今年九
月將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卻面對英雄無用武之地。

本報記者 呂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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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了解地區先看志

▲ 劉智鵬及
劉蜀永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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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成果

嶺南大學， 「香港地方志籌備委員會」
史學家丁新豹、蕭國健、劉蜀永，社會學家
呂大樂，法學家陳弘毅，企業家譚廣濂等

55卷，分地理志、政治志、經濟志、社會志
、人物志、大事記等八部分

約1千萬，分十冊，擬分普及本及英文本

2013年7月1日起，分6年出齊

港幣2億5千萬元

劉智鵬及劉蜀永近年分別出版多本地方志著
作，合編 「《新安縣志》香港史料選」 、
（中國近代病理學先驅）《侯寶璋家族史》
，劉蜀永著《簡明香港史》（新版），劉智
鵬著《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
回憶》、《香港達德學院》

翁祐中學生奪創新研究金獎
【本報訊】2012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創新及

研究獎近日揭曉，天水圍多間中學揚威，順德聯誼總會翁祐
中學連奪金銀獎，英華小學獲小學組第二和第三名。

翁祐中學的李鍵洲、黃鑑偉憑 「智能託兒系統」摘金，
銀獎林斌的得獎作品是 「智能園丁」，伯裘書院的陳仲燊、
林耿、劉中原、葉德誠則以 「傷健路路通」得銅獎。小學組
金獎是天主教佑華小學林芷琦的 「E-風」，銀和銅獎分別
是英華小學賴駿逸的 「蔬菜丶魚類淨化機」和吳柱亨的 「24
小時血液監測系統」。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應邀頒獎。

▲陳維安（左七）嘉許得獎的中小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