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栖霞寺 1937》
导演:郑方南
主演：王凯 丁梦雨

上映时间：2005 年 9 月
故事梗概：《栖霞寺 1937》

是中国首部佛教僧人爱国爱教
抗战影片。 本片故事取材于真
实事件。 1937 年 12 月 13 日，
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城，进行了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为了保护
难民和中国军人的生命安全，
以寂然法师为首的栖霞寺僧人

自发组织起来， 创办佛教难民
收容所， 先后援助和安置难民
24000 多人。 在与日军的抗争
中， 许多僧人惨死在日军的枪
口下。寂然法师等人不畏牺牲，
一边援助伤病难民， 一边设法
保护抗日军人， 掩护他们安全
过江， 又冒着生命危险把记录
着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的胶片
送出南京。 在与日军抗争的过
程中， 手无寸铁的中国僧人们

面对死亡，毫不畏惧，以普渡众
生， 慈悲为怀的佛教教义为武
器，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书写公
开信，揭露日军暴行，与凶残的
日军进行了一场人性与兽性的
较量。最终正义战胜邪恶，保全
了千年古寺， 保护了 24000 多
难民的安全， 全片弘扬了伟大
的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弘扬佛教僧人高尚的爱国情
操，展现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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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四十九日·祭》
电视剧《四十九日·祭》改编自

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堪称剧
版史诗巨制。 由张黎执导，张嘉
译、小宋佳、胡歌、文章、黄志忠、
张歆怡、黄品沅等人主演。《四十九
日·祭》剧情讲述了 1937年南京被
日军攻占后，在接下来的四十九日
内发生的人间惨剧，反映了绝境中
的生命意义与人性救赎。剧中胡歌
饰演的陆军少尉戴涛与小宋佳饰
演的玉墨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也
是该剧最大的看点之一。

本剧讲述 1937 年南京大屠
杀的四十九日里发生的故事。 日
本军队进入沦陷的南京城， 奉命
掩埋中国死难士兵和战俘尸体。
与此同时， 市中心的圣马德伦教
堂中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十来
个女学生和秦淮河女子， 她们殊
途同归只为同一件事――逃难。
紧接着许多男人也因为各种原因
进入了教堂。

围墙外的日军寻找各种借口
进入教堂， 圣马德伦教堂的后院
成为他们填埋尸体掩盖罪证的目
标， 国际安全区的组织者尝试各
种解救教堂被困人员的方案，却
屡屡失败。

教堂中的男人们为了保护藏
在教堂阁楼和地窖中的女人，献
出了自己的生命， 女人们或者选
择了有尊严地死去， 或者进行了
最壮烈的抵抗。

在这四十九个日夜里， 他们
和她们，在一次次地求生、抵抗、
毁灭和复活中缔结了爱情、 亲情
和友情，曾懦弱的变成了勇士、曾
迷失的找到了方向、 曾虚无的得
到了收获、曾有罪的完成了救赎。

(雅珊）

� � 今天是我国首个国家公祭日，用以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

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近期正在播出的电视剧《四十九日·祭》正是饱含如此浓厚
意义的一部作品，而除了它，还有不少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作品也在讲述这一历史事件。为此，
我们特意为您盘点多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铭记历史，悼念死者。

� 《南京！ 南京！ 》真实记录那段黑暗的历史
导演：陆川
主演：刘烨 高圆圆 范伟 秦岚

上映时间：2009 年 4 月 22 日
故事梗概：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

华日军攻陷时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
部分官员弃城逃亡。但仍有许多官兵留
守，誓死保卫这个大厦将倾的城池。 宋
希濂部军官陆剑雄（刘烨饰）协同战友
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他们微弱而
顽强的抵抗最终被压制，数以万计的中
国军民成为俘虏， 在枪炮声中血染长
江。

在抵抗最终失败之后，数十万中国
军民遭到残忍杀戮，南京全城沦为一片
死地。 唯一尚有生机存留的，就是位于
金陵女子学院的“安全区"。 大量的难民
涌到这里寻求救助。南京安全区国际委
员会主席拉贝、归国女教师姜淑云（高

圆圆饰）、金陵女子学院魏特琳女士，积
极营救中国难民，用他们的勇敢和坚毅
与日本人周旋，但兽性大发的日军早已
虎视眈眈盯上了藏身于此的中国妇女。

于是舞女小江（江一燕饰），虽然生
存在社会的最底层，但在国家危难的时
刻，为了拯救其他妇女，她坚定地站了
出来。唐先生（范伟饰）这样懦弱的知识
分子， 虽然对凶暴的日军小心应付，委
曲求全， 为了保护家人而出卖同胞，但
在痛失爱女和小姨子后，难掩良心的诘
问，最终选择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 日
兵角川（中泉英雄饰），在这场战争中，
作为占领者， 在日军对中国人的杀戮
中， 他从一个士兵变成一个麻木的机
器，没有灵魂的人是可悲的，他活在空
虚和罪恶之中，逐渐走向崩溃。最后，他
在痛苦的折磨中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南京！ 南京！ 》是一部历史题材的
巨著， 影片用独特的历史视角及极具
张力的黑白叙事影像，讲述了一段属
于中国人自己的抗争。 1937 年 12 月
13 日， 日军侵占中国当时的首都南
京， 对中国军民展开长达 6 周的屠
杀，史称南京大屠杀。 本片以此为背
景，用真实的记录将那段黑暗的历史
重现，告诉每一个中国人：在那段幽
暗的黑色岁月里，我们中国人是有过
不屈不挠的抗争的！ 在暴行面前，他
的抵抗，他的自我救赎，他的力量是
很强大的。 他们挣扎过，可能软弱过，
但在死亡的这座城市中间，他们最终
都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了尊严，也许很
多人在半道上就死了，但是有些人是
幸存下来的， 至少是希望要幸存下
来。

《拉贝日记》 国际视角揭露南京真相

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
主演： 乌尔里奇·图克尔， 丹尼

尔·布鲁赫 ,史蒂夫·布西密 ,张静初 ,
香川照之

上映时间：2009 年 4 月 29 日
故事梗概： 影片取材自拉贝撰

写的战时日记 《拉贝日记 》，通过
这个 “中国版辛德勒 ” 的传奇故
事 ， 再现了南京那段惊心动魄的
惨烈记忆 。影片从亲历者角度记录
了 “南京大屠杀 ”始末 ，是证实 “南
京 ” 事件信息最为完整详实的史
料 。 曾对纳粹主义深信不疑的拉
贝 ， 在战争的残酷现实中挺身而
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组建起
“国际安全区”， 挽救了 20 万中国百
姓的生命。

《拉贝日记》 在德国上映时引起
强烈反响，人们不是在技术层面讨论
电影的好坏，而是惊讶于通过拉贝知
道了历史上有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绝

人寰的事件,《拉贝日记》实现了它最
本真的愿望。在世界电影潮流注重表
现人性和进行历史反思时，曾拯救过
数十万生命的拉贝，被再次用来拯救
现代人所具备的共同病症———麻木
与遗忘。

《拉贝日记》是一个西方人，用西
方人的视角、文化观点，来记录和反
映中日战争，及对战争的反思，他的
观点夹杂一点中国人的文化和历史
观的影响， 可以说非常具有独立性，
西方的导演和演员来拍摄这样一部
题材，更容易理解拉贝的思想；其次，
以外国人为主拍摄南京大屠杀为题
材的影片， 更显得比较客观真实，更
容易让全世界的人民相信这一历史
真相，相对于我们自己的举证，更具
有说服力，面对日本政府和一切右翼
势力，极力掩盖南京大屠杀，我们应
该加大国际合作，从国际上搜集历史
证据，驳斥日本人的谎言。

《五月八月》
导演：杜国威
主演 ： 叶童 林泉

徐忻辰 薛斌， 五月 裘

立尔

上映时间：2002 年 11
月 21 日

故事简介 ：《五月八
月》 是一部通过孩子的视

角来表现南京大屠杀那场
人间悲剧。视角独特、立意
新颖。 从最初两个孩子眼
神中对战争的无知、懵懂，
到后来目光中的沧桑、压
抑与愤懑， 给人的唯一震
撼就是： 战争可以杀戮一
切，包括孩子们的欢乐。

《黑太阳南京大屠杀》
导演：牟敦芾
主演：潘永 熊小田 张西河 姜

文婷 韩振华 胡益林 崔启明

上映时间：1995 年 7 月 17 日
故事梗概：1937 年 12 月 11 日，南

京城被围，中日双方展开血战。 日军疯
狂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中山门，

日军残酷屠杀俘虏。 日军第六师团
长谷寿夫在中华门说， 我们是第一
个攻占南京的部队，必须载入史册，命
令解除军纪三天，并说所有的中国女人
都是慰安妇。日军第十六师团团长率部
进入国民政府，他在蒋委员的办公室里
设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南京正式沦陷。

银幕上的“屠城”记忆

声明
王庆斌不慎将桥东

区新华南路九巷 1# 楼
4-4-8 房屋所有权证丢
失 ， 产权证号 ： 字第
034331号，声明作废。

灭失声明
刘新芳名下机动车冀

E7C091， 车 辆 型 号
DJ150ZH-2，车辆识别代号
LAAGHKK2978060237，
发动机号：060670155。 此
车为黄标车，由于本人不
了解机动车注销登记的
相关政策规定，已将此车
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的
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
本人承担，同时该车车辆
登记证书、行驶证、牌照
已丢失，现申请办理注销
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灭失声明
张华才名下机动车冀

E69183， 车辆型号长安
SC6330F， 车辆识别代号
LS4HNOOH12F014517，
发动机号：220B38549。 此
车为黄标车， 由于本人不
了解机动车注销登记的相
关政策规定， 已将此车辆
自行解体， 因此产生的一
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
承担， 同时该车车辆登记
证书、 行驶证、 牌照已丢
失，现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