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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纪实（下）
� 事件经过

大规模集体屠杀
进城兵力约 50000， 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

仅有 17 人的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
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
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
体屠杀"。 大规模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
等，手段极其残忍。

12 月 15 日（日军占领第 3 天）：已放下武器
的中国军警人员 3000 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
用机枪密集扫射，多当场遇难。负伤未死者亦与死
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夜，押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
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 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
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 3万余人。 在中山北路防空
壕附近枪杀 200人。

12 月 16 日（日军占领第 4 天）：位于南京安
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难民
5000 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 双手反绑，
排列成行。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尸于长江以毁尸
灭迹。 5000 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
负伤后泅至对岸， 得免于死。 日军在四条巷屠杀
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 100多人。

12 月 17 日（日军占领第 5 天）： 中国平民
3000 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
在放生寺、 慈幼院避难的 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
射杀。

12 月 18 日（日军占领的第 6 天）夜，下关草
鞋峡。 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
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 57418 人， 除少数已被
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
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
挣扎者以乱刀砍戮。 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
焚化，以毁尸灭迹。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人被焚
未死，得以逃生。 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 4000
余人。 、

杀人竞赛

1937 年 12 月 13 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
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
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
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
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 100人为胜者。他们
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 89 人，野田毅杀
了 78 人，因皆未满 100，“竞赛”继续进行。 12 月
10 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
缺了口。 野田谓杀了 105人，向井谓杀了 106 人。
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 100人之数， 决定这
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 150名中国人。
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 被称为
“皇军的英雄”。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
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
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

据 1946年 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
集体大屠杀 28 案，19 万人， 零散屠杀 858 案，15
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 6个星期的大屠杀，
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 30多万人。

强奸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
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
暴。有些妇女被日军强奸了好几次，往往有妇女受
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除此之外，日军还强迫乱伦
行为。 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 20,000
宗。

文化掠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 中国
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
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 330 人、士兵 367 人、苦
工 830人，从 1938年 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 88
万册， 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
图书馆 85万册的藏书量。

���������遇难人数 总数超过 30 万
� � 算法一 ：1946 年 1 月 19 日设定
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 在日军占
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 南京及
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
万以上。 ……这个数字还没有将日军
所烧弃的尸体、或投入长江、或以其它
方式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 而日本战
犯太田寿男的供词中清楚记述： 日军
在进行凶残的大屠杀的同时， 为了掩

盖其罪行，采用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等
办法， 迫不及待地对横陈城郊的遇难
者尸体毁尸灭迹， 被处理的尸体总数
达 15 万多具……， 将这两个数字相
加， 所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
数不低于 35万。

算法二：1946 年 2 月 15 日成立
的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认定：日
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 28案，屠杀人数

为 19万余人； 零散屠杀有 858 案，尸
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 15万余具。根据
该判决，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
不低于 34万；

算法三：根据埋尸记录：慈善团体
埋尸 18.5 万，日军埋尸、毁尸 15 万，
伪政府和个人埋尸 4万。 将这三方面
的数字相加，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
人数不低于 37万。

� � �历史记录 史实不容掩盖
1946 年 2 月 17 日的上海《大公报》第二版，

标题是《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 惨死同

胞约三十万》，原文如下：
（1）山本部队集体屠杀二百人；
（2）大野部队任意屠杀三人。
（3）中岛部队集体屠杀二十六万三千八百三十

三人，任意屠杀三百六十六人，暗杀一百八十九人，
伤害二十人，强奸五人，拒奸致死八人，抢劫勒索三
十二人，烧死一百七十八人，强制服役三人。

（4）长谷川部队集体屠杀一千六百人，任意杀
害二人，勒索二人，烧死二人。

（5）支那派遣军任意杀害三人，勒索二人，烧死

二人。
（6）西部部队杀害四人，

伤害二人，勒索一人，烧死三
人。

（7）中部队集体屠杀五百人，暗杀一人，烧死
二人。

（8）特务机关任意屠杀三人，暗杀一人，烧死二
人。

（9）特务机关任意屠杀三人，暗杀一人，烧死一人。
（10）金条部队任意屠杀二人，烧死一人。
（11）日空军炸死六人。
（12）日海军任意屠杀十人，暗杀二人，烧死一

人，轰炸死五人。
（13）横口部队任意屠杀一人。
（14）登一六二九部队毙死二人，强制服役一

人。

（15）箕浦部队集体屠杀三十八人，伤害一人。
（16）山田部队任意屠杀二人。
（17）后藤部队酷刑二人，火毁一人。
（18）一六二五部队任意屠杀一人，暗杀一人，

烧死二人。
（19）多摩部队有以俘虏作实验材料罪证。
（20）大熊部队任意杀害三人。
（21）冢部部队烧死一人。
（22）石岗（缺）。
[合计]集体屠杀 29 万 4921 人，任意屠杀 403

人，暗杀 203 人，酷刑 42 人。 虏役 41 人，强奸 14
人，轮奸 5 人，强奸致死 8 人，抢劫 30 人，勒索 5
人，烧死 196 人，轰炸死 14 人，强征服役 8 人，共
29 万 5890 人。敌商敌儒之各种罪行尚不在内。调
查委员会并分函各社团扩大宣传， 再鼓励人民赶
快举发。

日军肆意屠杀百姓及被俘中国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