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杭州 12 月 12 日电

记者从 12 日召开的浙江省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12

月 12 日 15 时，浙江宁波、绍兴、

杭州三地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138例，无症状感染者 1例。

其中，宁波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 44 例； 绍兴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 77 例、无症状感染者 1 例；杭

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7例。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上述三地有

关病例的毒株进行了全基因组

测序和分析，发现病毒基因组均

存在 47 个核苷酸变异位点，属

于 “德尔塔”（VOC/Delta）变

异株 AY.4 进化分支。 与新冠病

毒原始流行株相比，它具有传播

力更强、病毒载量更高、致病性

更强等方面的特点。

根据省防控办下发的紧急通

知，浙江目前严控跨省出行、严管

人员聚集、严防疫情外溢、严密疫

情监测。 特别是对发生本土疫情

的设区市， 可对人员聚集采取更

加严格的措施，该限流的限流、该

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

新华社呼和浩特 12 月 12 日电

记者从 12 日召开的内蒙古

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2 日 0 时

至 14时，满洲里市新增 3例本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至目前，满

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532例， 现有确

诊病例 507例，治愈出院 25例。

新增的确诊病例均为集中隔

离期间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

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新华社西安 12 月 12 日电

记者从陕西省卫生健康委

获悉，12 月 12 日陕西报告新增

1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郭某，

女，26岁， 为西安市雁塔南路紫

薇永和坊子牛门诊部工作人员。

12月 11日， 在重点行业人员例

行核酸检测中发现郭某单采样

本核酸检测结果异常，随即郭某

被点对点转运至隔离酒店单人

单间隔离，当晚西安市疾控中心

复核结果为阳性。 12 月 12 日 1

时，经市级专家组会诊，郭某被

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轻

型）。目前，郭某已被转运至定点

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该病例溯源

及密切接触者追踪管控正在有

序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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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负一层展厅内，有一整

面墙挂满了幸存者的照片。每位在

世在册幸存者的照片后，都有一盏

灯照亮，当幸存者离世后，灯光就

会熄灭。

2021年，又有 11 张“面孔”

由明转暗：杨翠英、蔡丽华、李如

富、陈文英、戚振安、金同和、马

继武、徐家庆、黄刘氏、傅兆增、

马秀英……登记在册的在世幸

存者仅剩 61 人， 平均年龄超过

90 岁。

纪念馆内的“万人坑”遗址前

方，还有另一面墙———南京大屠杀

遇难者名单墙。 1995年初设时，刻

有 3000 个遇难者的姓名，随着研

究不断深入， 名单墙艰难延长，迄

今已有 10665个名字。

常有参观者问，为什么只能找

到一万多个姓名？这也一直是史学

研究者们的心结。 《遇难同胞名

录》的主要编纂者、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告诉记者：“因搜集范围有

限、档案保存不力、不少家庭惨遭

灭门无人申报等， 随着时间流逝，

战后对遇难同胞的调查如同大海

捞针。 ”

国盛则民强，国弱则民孱。 84

年过去， 经历从覆灭到重生的人

们，用鲜活的人生际遇彰显家国同

心的力量。

南京沦陷时，幸存者程福保的

父亲程长河携家带口出城逃难，惨

遭日军杀害，留下孤儿寡母艰难生

存。 1949年南京解放后，程福保迎

来人生转折，光荣地成为一名解放

军战士。 如今，安享晚年的老人感

慨地说：“家和国永远连在一起，

无国哪有家啊。 ”

952 件（套）！ 这是一年来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新征集的文物数量。 其中，侵华

日军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十一中

队的《阵中日志》、步兵第三十三

联队的《南京附近战斗详报》等孤

本尤为珍贵。

捐赠者是来自日本爱知县圆

光寺住持大东仁先生，2005 年以

来，他代为征集和无偿捐赠给纪念

馆的史料已超过 3000件。

“这批战斗详报都是日军当

时、当天记录的日志，史料价值很

高。”大东仁说，每次遇到大喊“没

有南京大屠杀”的右翼分子，他总

会心平气和地拿出史料，“不逃

避、不争吵，靠证据说话”。

最近，纪念馆耗费一年多时间

完成了一项“大工程”，将 2019年

至 2021 年间积累下的 221939 条

纸质留言进行电子化和数据分析，

结果出人意料———“和平”一词出

现频率远高于“仇恨”。

这 22 万多条留言中， 表达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留言

高达 6.7 万多条。 其中还包含了

1564 份境外参观者留言，他们频

繁使用“感同身受”等词汇，表

达“反对战争”，祈愿“人类和

平”。

“以国之名祭奠死难者的目

的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唤起每一

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

守。 ”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经历

苦难的南京，有更大的责任去倡导

和平。

“铛、铛、铛……”每天早上八

点半， 江东门的钟声总是准时响

起。 每天首批入场的 12 名观众分

两组撞响和平大钟 13 声， 寓意牢

记 12月 13日，勿忘国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

好的清醒剂。

进入 12月， 南京市 600多所

中小学结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读本》， 采用课堂教学与实

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丰富

的活动。 13日上午， 来自江苏、重

庆、 云南等 8省市的 30 多所小学

的学生们，还将通过网络云课堂共

上一堂主题班会课，一同诵读《和

平宣言》，一同看国家公祭仪式。

84 年前， 仅长江边的燕子矶

一处就有约 5 万人被屠杀，如今战

争硝烟远去，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

纪念碑在寒风中静静伫立。 11 日

上午，“不可忘却的记忆———南京

大屠杀史实” 阅读寻访行动在此

地举行。

一边看着燕子矶的江景，一边

诵读《南京大屠杀史》的相关节选，

历史与现实在眼前交错。 一位参加

活动的南京工程学院学生深有感触

地说：“中国人任人宰割、饱受欺凌

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重温昨日的历史耻辱，是为了

汲取今日奋进的动力。

“体会过民族危亡的切肤之

痛，更能深刻理解国家强大对于普

通百姓的重要意义。 ”中国抗战史

学会副会长朱成山表示，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从黑

暗走向光明，中华民族也必将走向

伟大复兴。

今天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铭记苦难历史

汲取前行力量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2 日电

12 月 13 日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天，凄厉的警报声将再一次作为

整个国家的背景音长鸣。

祀我国殇，山河无恙！ 逝者已矣，生者奋进！

在建党百年之际，举国上下同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告慰逝者，更警醒国人，历史悲剧决不

能重演，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不可阻挡。

［关注新冠疫情］

浙江三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38 例
全省严控跨省出行、严防疫情外溢

陕西新增 1例本土确诊病例
溯源及密接者追踪管控正在有序进行

内蒙古满洲里新增 3例本土确诊病例
目前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532 例

12日，防控人员在绍兴市上虞区复兴路对车辆和人员进行管控。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