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近日发布报告，
称在未来几十年里
全球所有地区都将
面临气候变化加剧
的考验，暖季将变
得更长，冷季将更
短，同时极端高温
等极端天气将变得
更加频繁，对农业
和人体健康带来更
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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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 日，一名小女孩在美国华盛顿
的一处喷泉旁玩耍。华盛顿连日来遭遇高温
天气。 新华社/法新

◀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地区 11 日遭遇
暴雨并引发洪水，截至13日已确认至少27人
死亡、1人失踪。新华社发（穆斯塔法·卡亚摄）

▶这是 8 月 13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普卢默斯县拍摄的“迪克西”山火。“迪克西”
山火已经成为美国今年过火面积最大的
一场山火。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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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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余生等待道歉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65人
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蒋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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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8月13日电（记者吴昊、高春雨）委内
瑞拉政府与反对派代表 13 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启动新
一轮协商对话，寻求解决委国内政治危机。

当天下午，委政府与反对派代表团及挪威、墨西哥等协调
方代表在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举行协商对话启动仪式。
委双方代表在仪式上共同签署了备忘录。根据备忘录约定，
双方应协商必要条件，全面保障选举程序按宪法规定进行。

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在仪式上说，这次协商
对话内容涉及政治权利、选举议程、尊重法治、取消制裁、放弃
暴力、社会保护措施及已达成协议的执行保障等。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次对话预计持续至本月16日。
在挪威政府斡旋下，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自 2019 年 5

月以来举行多轮对话。委前议会主席、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
今年5月表示，希望在国际斡旋下与委总统马杜罗政府对话，
并提出举行“自由和公平”的全国大选、列出各级选举时间表、
由国际观察员监督选举等要求。 （参与记者：朱雨博）

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
在墨西哥启动新一轮协商对话

新华社哈瓦那 8月 13日电 （记者朱婉君）古巴外长罗德
里格斯 13 日谴责美国政府新制裁古巴政府两名官员和一个
实体是“投机主义”行为，反映美国政府玩弄双重标准。

美国政府13日再次以古巴政府在7月11日发生的反政府
游行活动中“镇压”民众为由，宣布制裁古巴内政部两名官员
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下属一支部队。这是自7月11日古巴
发生反政府游行以来，美国政府第三次以相同理由对古巴发
起制裁。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反对美国新制
裁，并表示美方这一“投机主义措施”反映出“一个惯用操纵和
谎言来维持对古封锁的政府的双重标准”。

古巴部分地区 7月 11日发生反政府游行活动，古巴政府
随后出示相关证据，指出活动由美国政府直接插手，企图破坏
古巴社会稳定。古巴政府还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封锁，尊重古
主权。

古巴外长谴责美国
再制裁古政府官员和实体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14日发表
电视讲话说，阿政府正在与部族长老、
政界人士以及国际社会紧急磋商阿富汗
局势。

阿富汗塔利班迄今宣布占领十多个
省会城市，逼近首都喀布尔。路透社报
道，面对首都防线可能被突破的风险，喀
布尔居民正在抓紧囤积生活必需品，外国
使团着手撤人。

政府作承诺
以一面阿富汗国旗为背景，加尼14日

发表简短电视讲话，承诺阿政府不会放弃
过去20年取得的“成绩”。

“作为总统，我的工作重心是避免不
稳定局势、暴力活动和民众流离失所的情
况进一步恶化，”他说，“现有情况下，第一
要务是重新动员安全部队和国防部队。
我们就此正采取重大措施。”不过，他没有
作具体说明。

加尼没有提及是否打算辞职或者为
当前局势承担责任。按路透社的说法，塔
利班先前要求，与政府对话停火或达成政
治解决方案的前提是加尼辞职。

美联社报道，这是阿富汗局势迅速恶
化数日以来加尼首次公开讲话。

美国和北约军队5月开始从阿富汗撤
军以来，塔利班加大攻势，与政府军激战，

阿富汗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本月 6 日，塔
利班占领第一座省会城市；13 日，宣布控
制全国 34个省份中的 18个。塔利班所占
省会城市包括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省首府

坎大哈和第三大城市、赫拉特省首府赫
拉特。

加尼 14 日在电视讲话中说，“阿富汗
政府已经开始广泛地征询部族长老、政界

人士和国际社会的意见”，不久将公布会
商结果。

首都渐紧张
塔利班 13 日证实占领东部卢格尔省

首府普勒阿拉姆。普勒阿拉姆距离喀布
尔只有大约60公里。

另据美联社消息，塔利班已经控制
阿富汗北部、西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
正 同 政 府 军 在 喀 布 尔 以 南 11 公 里 处
交战。

普勒阿拉姆落入塔利班之手前，路透
社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报道，一
旦塔利班拿下普勒阿拉姆，可能会在几天
内对喀布尔发起行动。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说，塔
利班正在试图把喀布尔变为“一座孤城”。

路透社报道，许多喀布尔居民正在
囤积食品和急救物资。包括美国驻阿大
使馆在内，一些外国使团正在销毁敏感
文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方关
注冲突造成的伤亡及其对平民的破坏性
影响。他表示，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下，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仍有可能通
过对话化解分歧，找到解决方案。他说：

“只有阿富汗人主导的政治协商才能确保
和平。” （综合新华社专特稿）

阿富汗政府加紧与多方对话 喀布尔紧张氛围加剧

8 月 14 日，工作人员在宁夏银川国际会展中心进行布展
工作。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将于8月19日至22日
在宁夏银川市举办，目前布展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据了解，第
五届中阿博览会将采取“线上+线下”模式。届时将举办开幕
式暨工商峰会、“一带一路”投资促进大会等“1+9”会议论坛活
动，并设数字经济等6个主题展区。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第五届中阿博览会布展工作紧张进行

这是8月13日在阿富汗赫拉特拍摄的塔利班武装人员。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
比乌拉·穆贾希德 13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塔利班攻占了阿南部坎大哈省首府坎大
哈、西部赫拉特省首府赫拉特等多城。 新华社发

8 月 13 日，人们在英国伦敦一家餐厅的户外就餐区就
餐。英国政府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
病例32700例。 新华社记者 韩 岩摄

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2700例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14日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
万例，连续两天超过这一数字。日本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首相菅义伟下周将与相关阁僚讨论扩大防疫紧急状态
的实施范围。

日本疫情近期急速蔓延。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13 日，全国重症患者人数较前一天增加 43 人，至 1521
人，连续两天刷新纪录。有专家建议，政府应将实施紧急状态
的范围扩大至全国。

现阶段，日本共有6地处于防疫紧急状态，包括位于首都
圈的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以及西部的大阪府和
日本列岛以南的冲绳县。

紧急状态下，防疫限制措施包括：提供酒类和卡拉OK服
务的餐厅暂停营业；其他餐饮店和大型商业设施缩短营业时
间，每晚8时前打烊；大型活动参加人数最多5000人或场地入
座率上限为50%。

共同社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随着疫情迅速扩散
并且毫无减弱迹象，菅义伟计划下周与相关阁僚商议扩大紧
急状态实施范围。不过，报道没有说明哪些地区可能被列入
扩大实施的范围。 （张旌）

疫情急速蔓延

日本拟扩大紧急状态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