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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以立法形式设立纪念日和公祭日
本报记者

赵丽

中国此次之所以以立法形式设立纪念日以及公祭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为了中日关系
的长远发展,为了让国际社会对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第二也为了敦促日
本回到正确认识历史的轨道上而不是越陷越深,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
能够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大国；第三则是为了以正确的方式教育我们的后代,铭记历史,才能有一
个美好的未来,充分体现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意愿
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两个决定,分别将 9 月 3 日
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 12 月 13 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国务院对抗战胜利纪念日均作出一系列相关规定,
多年来一直在国家层面进行抗战胜利的纪念活动。“此次确定 9 月 3 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延续了
之前的规定,但通过立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后,法律效力更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高洪认为,“我们就是要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把抗战的正义性、对死难英烈的纪念和缅怀永久性
地固定下来。
”
通过立法形式确立纪念日和公祭日,使我们中华民族纪念历史的行为上升到国家和法律层面,
这些都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一个能够正确、理性对待历史问题的国家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 2 月 25 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
分组审议中,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人大常
委会负责人和全国人大代表一致表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决定,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声,
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是完全必要的。
与会人员完全赞成两个法律案的说明和决定草案,一致建议将决定草案交付本次常委会会议
审议通过。
“全国人大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形式确立两
个纪念日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整体意愿,这说明日本的侵华历史是不容被歪曲和抹杀的,铭记历史是
每个中国人必须牢记的义务,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也是每个中国人应该有的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张晓磊向记者表示说,通过立法形式确立纪念日和公祭日,使我
们中华民族纪念历史的行为上升到国家和法律层面,赋予纪念行为以法律效力,既表明了纪念历史
的庄重和威严,也保证了纪念历史行为不会被随意更改,具有持续性,这些都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
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一个能够正确、理性对待历史问题的国家,而不像日本那样在开倒车,搞“历史
修正主义”,甚至极端的“民族主义”
。
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莫纪宏向记者介绍说,设立胜利日、公祭日,祭奠死难
者、敦促民众不忘历史,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国际上的惯常做法。
2005 年 11 月 1 日,第 60 届联合国大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之际通过了由 104 个国
家共同发起的决议草案,设立 1 月 27 日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当时全球社会的主流声音便是
联合国设立‘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是全人类向战争中罹难者致敬的崇高姿态,也是通过国际法的形
式约束试图歪曲历史的做法。”莫纪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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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各国也纷纷为战争或其他历史事件中的死难者设立国家哀悼日、
纪念日或公祭日,以此体现铭记历史、尊重生命的民族价值理念。
在美国,每年 12 月 7 日是珍珠港事件纪念日。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2011 年签署命令,把这一
天定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定期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在那场日军突然袭击中丧生的美军官
兵。
在俄罗斯,每年 5 月 9 日是“卫国战争胜利日”
。当天,首都莫斯科举行集会和阅兵,国家最高领
导人在位于克里姆林宫一侧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
另外,在德国、波兰、新加坡等国都设有胜利日、死难者国家纪念日,在纪念死难者的同时,也
提醒全世界民众牢记历史、勿忘教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分析说,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会在国家层面上采取措施
纪念历史上造成重大民族牺牲的事件,推动本国及其他国家政府与民众增进对历史的认知和沟通。
设立公祭日是国际惯有做法。
中国以立法形式确定纪念日和公祭日,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敦促日本领导人切实正视和
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停止反复伤害受害国人民感情的错误言行
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有媒体报道称,日本内阁
官房长官称对中方在二战结束 69 年后设立纪念日和公祭日感到疑惑。
对此,在近日召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日方有关“中国设立国家
公祭日”的疑问,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言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真正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二战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历史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
的罪行早有定论,为什么日本有些人至今仍然要为历史翻案,仍然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去膜拜那些二
战甲级战犯的幽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上校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和反
省战争责任,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而不是对战争受害国的正常纪念和悼念活动说
三道四。
“官房长官的态度表明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还没有一个正确而明确的认识,同时也表明日本自
民党为了保证选票和支持率等政治私利不惜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即使历史客观事实摆在面前
也视而不见、明知故犯。”作为研究日本的专家学者,张晓磊认为,从我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说,
上述表态正是我们设立纪念日和公祭日的原因之一。
安倍晋三作为右派政治家的代表,为了一己的政治私利不惜歪曲历史,自 2012 年 12 月上台后,
安倍内阁就一直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
“2013 年以来,安倍不但纵容内阁成员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还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提出质疑。
2013 年 12 月 26 日,安倍本人还公然参拜了靖国神社。另外,安倍内阁早在 2013 年 4 月开始就计划
对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进行改革,试图美化侵略、淡化和歪曲历史,近期安倍还纵容日本国家媒体
NHK 电视台的极端右翼言论,种种行为表明安倍执政下的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已经越陷越深,这
已经并将给国际社会带来严重的威胁。”张晓磊向记者介绍说。
在张晓磊看来,在日本有一些人之所以仍然要为历史翻案,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于日本在二战后
对历史问题没有进行彻底的反省,没有在教育制度上确立一个正确反省历史的体制,历史教育方面
的缺陷反过来又促使日本民族主义的歪风越吹越大。
“当然,在日本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持有正确、理性对待历史的态度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
偏执的民族主义之风确实有不断增长的态势。”一直关注日本社会动态的张晓磊向记者介绍说,“在
本月日本东京都选举过后,我们发现得票排在第四位的田母神俊雄是一名极端民族主义者,他的背
后是最近‘势头很猛’的‘网络右翼’,而网络右翼的拥趸正是日本 20 多岁的年轻人,这从另外一
个侧面说明了日本历史教育制度的失败。如果不及时纠正,在日本作为少数的右翼也十分有可能通
过控制右派政治家控制日本政治,从而将日本民族再次带入深渊”。
对此,华春莹也表示说,在二战结束近 70 年的今天,日本国内仍不时出现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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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论,日本极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理
所当然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中国以立法形式确定纪念日和公
祭日,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敦促日本领导
人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切实正视和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停止反复
伤害受害国人民感情的错误言行,以诚实态度和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受害国人民和国际社会。
纪念日以及公祭日的设立将会对中日关系起到重要作用,日本重新面对历史、正视历史、反省
历史才是中日关系恢复的基本前提
据参与了设立公祭日事宜讨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透露,12 月
13 日确定为国家公祭日后,相关纪念活动的规模和层级会有提升。
据介绍,从 1994 年开始,南京第一次举行悼念活动,采取全城拉警报、放飞和平鸽、献花圈等纪
念形式。从 2002 年开始,单一的悼念活动改为悼念遇难者和祈祷和平双主题,此后一直延续到 2013
年。
朱成山表示,今年 12 月 13 日的纪念活动一些国际政要、前政要、驻华使节以及国际媒体要来
参加,这样规模的活动,每年都要举行。
另外,从国际关系意义上看,时殷弘认为设立国家公祭日将有利于向其他国家展示相关国际主
张的历史来源,推动在国际层面上的历史研究,促进全世界对真实历史史实的理解,支持国家在特定
国际问题中的立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就重大历史事件设立公祭日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义”。
在张晓磊看来,纪念日以及公祭日的设立将会对中日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中日关系因为日本没能正确对待历史而跌入谷底。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能够发展
的前提条件,但是自安倍上台执政以来,日本的右派政治家们淡化、无视甚至歪曲历史,现在中日关
系的艰难局面正是日本单方面造成的。”张晓磊说,中国此次之所以以立法形式设立纪念日以及公
祭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为了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为了让国际社会对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
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第二点也为了敦促日本回到正确认识历史的轨道上而不是越陷越深,
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能够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大国；第三点则是为了
以正确的方式教育我们的后代,铭记历史,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充分体现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意
愿,“其中有两项都是和日本息息相关的”。
张晓磊进一步表示说,公祭日的设立向日本表明了我们对待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明确态度,
同时也在国际社会层面展示了我们国家对待历史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有利于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
树立一个对待历史问题的良好国际形象,同时也让日本认识到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对日本本身
的国家形象是一种极大的抹黑,让日本民众认识到日本自民党歪曲历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政
治私利,从而有助于纠正被日本政府歪曲的国内外舆论。
“设立公祭日也是我们在历史问题上做的一个表率,也希望日本能够以此为范本真正的反省历
史。正视和铭记历史才能真正走向未来,无视和歪曲历史无法带给日本一个美好的未来。日本重新
面对历史、正视历史、反省历史才是中日关系恢复的基本前提。”张晓磊说。
链接
南京大屠杀——世所罕见的兽行
公元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这座已经“无抵抗的都市”沉没于血海之中。
13 日晨,日军谷寿夫师团首先从中华门进入南京,血洗了聚集在中山北路、中央路的难民区,由
此,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拉开了帷幕。次日,其他三个师团相继进入南京南北各市区,展开了大规
模的屠杀。南京这座历史名都陷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里。
13 日,约有十余万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围逼到燕子矶江边的沙滩上,数十挺机
枪疯狂扫射,顿时间,尸体蔽江,水为不流,至少有 5 万余人惨遭杀害。14 日,日军在汉西门外又集体
屠杀难民和非武装军警 7000 余人,江岸,尸体纵横,血流成河,汇向江流。15 日夜,被日军俘虏的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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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 900 余人,被押往上元门外鱼雷营江边,遭到集体屠杀,除 9 人侥幸逃生外,余者全部遇难。16 日,
日军在下关煤炭港、鼓楼四条巷一带屠杀我无辜同胞数万人。17 日,日军在下关上元门屠杀我同
胞 3000 余人、在三叉河杀害四五百人。18 日,日军在下关草鞋峡将中国男女老幼同胞 5.7 万人集
体残杀,“先用机枪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骸骨悉数投于江中”。在这前
后,日军还在上新河一带残杀中国被俘军人及难民 28730 人。到处尸骸遍野,人血染地,南京成了一
座血腥的人间地狱。
《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今井正刚说:“我于十二月十五日夜间,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办事处
前面马路上,看到数千人头攒动,一望无际的中国人群,被赶赴下关屠场。在天色微明的扬子江畔,一
片黑黝黝的尸体堆垒如山。据在场作业的一个日本军官说:“这里被杀害的中国人大约是两万人。
”
南京市崇善堂在难民区内组织了“崇字掩埋队”,下设 4 个分队,共收尸 112266 具。世界红十
字会南京分会从 12 月 22 日开始收埋尸体,共埋葬男女尸体 43071 具。中国红十字会掩埋尸体 22300
余具。
此外,日军也处理了大量尸体。据日本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少佐太田寿男交代,该司令部于下关
地区“处理掉”尸体 10 万具,为此动用的船只有 30 只,卡车 10 部、负责搬运尸体的士兵 800 人。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害的中国人竟达 30 万以上!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暴行记录。
为何将九月三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并没有履行法律上的投降程序,同时,日本虽然宣布了无
条件投降,但是还有局部的战争在发生。
中国、美国、苏联等同盟国家,一致确定 1945 年 9 月 2 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面
举行投降仪式。当天日本派了两名代表在密苏里战舰上面向同盟国家签订了投降书,一名是日本的
外相重光葵,另一名是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他们一名代表日本政府,一名代表日本军方。至此,日本
履行完毕投降的所有法律手续。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务院和国务院分别在 1951 年和 1999 年明确了
9 月 3 日为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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