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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
作为发动战争的侵略者被彻底
击败，其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被颠倒的历史应该重新颠倒过
来。按照历来的国际规则，战败
国以往用武力强占的他国领土，
也应当无条件地纳入彻底清算
的范畴。

据有关媒体披露的资料，
1943年 11月 22日至 26日，同盟
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会议，商议第
二次世界大战善后事宜，这就是
历史上有名的开罗会议。会议
进程中，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与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举行
了 4次会谈，其中有两次谈到了
琉球。11月 23日晚，蒋介石携
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与罗
斯福单独会谈，谈及剥夺日本在
太平洋侵占的岛屿，罗斯福提到
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

“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
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
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
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
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
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
可以交给贵国管理。”罗斯福突
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蒋
介石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沉默了许久，小心谨慎地说：“我
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
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
为好。”

看得出来，蒋介石作为被西
方列强和日本蹂躏多年的弱国
首脑，忽然之间成了战胜国的元
首，一时还无法摆脱弱国心态，
适应不了新的角色定位，行使战
胜国的权利显得有些缩手缩脚，
本来该战胜国享受的战果也不
敢大胆享受；当然，他一定也有
些心不在焉，他人在开罗远离本
土，而国内国民党正在与共产党
争地盘，火烧眉毛的事一箩筐，
琉球问题在他心里并非迫在眉
睫。他大概还有些信得过山姆
大叔，有罗斯福这样表态，琉球
尽可以让其放心，迟早会“完璧
归赵”。

11 月 25 日，罗斯福再次与
蒋介石会谈，再次谈到了琉球。
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
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
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
位极其重要。你们收复了台湾，
如果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会有
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
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
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
你们管辖？”蒋介石见罗斯福又
一次提到这个问题，而他一直没
有来得及认真思考这件事，从国
内带来的草拟的谈判方案也还
没有将琉球问题列进去，一时半
会拿不出很成熟的意见来，只好
闷着头不说话。罗斯福见老蒋
半天不吭声，以为他没有听清
楚，又补充了一句：“贵国要不要
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
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
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说：“琉球
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
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
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
可思议。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
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
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由于蒋介石未能明确果断

表示接收琉球群岛，故《开罗宣
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
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
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
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将一
个存在了若干年代并属于中国
保护范围的琉球国轻轻一笔抹
去。现在客观评价蒋老先生在
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最大的功劳
是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的统一抗战动员
令。宋美龄那时还激情地喊出

“弟兄们，跟我上”，鼓舞了很多
已经绝望的国人。而他最大的
错误，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
刻，扭扭捏捏，没有果断行使为
琉球国收回琉球群岛的权利。

“一失足成千古恨”，让琉球国人
失去历史给予的一次复国机会，
也让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日
本，做了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
的隔壁邻居。倘若蒋老先生的
在天之灵真的有灵，不知今日
当作何感想。

据台湾一些记述这件事情
的书籍说，开罗会议结束后，
蒋介石才醒过味儿来，后悔没
有果断答应罗斯福，毅然接收
琉球群岛。他觉得这件事做得
很没面子，泄露出去有损自己
形象，再三叮嘱王宠惠说：“罗
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
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
也不要往外说了。”但世上没有
不透风的墙，此事还是在国民
党一些高层人士中传开，许多
人还跑去询问王宠惠到底是怎
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闹大
不好收场，只得忍了又忍，没
敢和盘托出实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
点是非常明确的，自日本作为
战败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起，该
国所有通过武装侵略非法占领
他国的土地，都应当无条件退
还。《开罗宣言》郑重宣布：“剥夺
日本自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
领之一切岛屿，及使日本在中国
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
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夺取
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此后，中、美、英签订的《波茨坦
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
件必须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
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
吾人所指定其他小岛之内。”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
战役，并在 3个月内全面占领了
琉球群岛。1943年 11月在开罗
会议上，中美交涉琉球问题，美
国总统罗斯福同意“琉球国际托
管，由中美共同管理”。

1945年日本投降，无条件
接受《开罗宣言》和《波茨坦
公告》，根据这两个权威性文
件，“日本只能保有其原来的固
有领土，其他武力吞并的领土
都必须放弃，但战后琉球群岛
和钓鱼列岛仍被美军占领，虽
然美国宣布“不承认二群岛主
权归属日本”，但也没有交还给
中国。1947年 4月，联合国在
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前日
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将北
纬 29度以南的琉球群岛和原本
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岛列岛正
式交予美国托管。这个所谓的

“协定”，不但篡改了原来中美
共管琉球的承诺，还严重侵犯
了中国在钓鱼岛的领土主权，
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世人
由此看清了美帝蛮横、霸道的
丑恶嘴脸，翻手为云，覆手为
雨，操纵、把持联合国，以逞
一己之私。

1950年，美国以联合国的
名义出兵朝鲜，将战火烧到中
国的家门口。刚建立的新中
国，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公开
同美国叫板，引起山姆大叔的
极端仇恨。而这个时候，日本
借着美国将该国作为侵略朝鲜
的基地，公然违背二战战败后
制订的“和平宪法”，在军事上
不遗余力支持美国对朝鲜的侵
略，同时还暗中派人去台湾帮
助蒋介石玩反攻大陆的游戏，
成为美国在亚洲建立冷战秩序
和遏制新中国的马前卒。1951
年，美日两国在排斥中国代表
参与的情况下，私下签订《美
日旧金山和约》，把琉球群岛连
同钓鱼岛群岛的“施政权”全
部转让给日本。据说，日本人
还为此付给美国 3 亿美元的

“好处费”，以及达成其他一些
肮脏的交易，包括允许美军无
偿使用那霸基地，为美军提供
后勤保障，还设立慰安所给美
军提供性服务。这些肮脏交易
泄露出来以后，立刻遭到这块
土地的真正拥有者琉球人民的
群起抗议和反对，他们“聚哭
于闹市”，并曾数度组团到台北
向蒋介石陈情。该代表团用汉
语恳请“蒋总统”看在同是

“一家人”的份上，在联合国仗
义执言，准许琉球独立或并入
中国版图。

据说，台湾一位记者得知
美国政府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
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心里
很不是滋味，发表文章指责国
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上太马
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琉球
又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
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这
篇文章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

意，蒋介石担心会损害其在国
内外的声誉，亲自出面进行辩
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
议上说：“我们当时 （开罗会
议） 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
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
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
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
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
示将来再说。”然而，“将来再
说”这句托词，害了琉球，也
害了中国，现在琉球国不明不
白被吞并了，我们原本在东海
的一道屏障也没有了。

1972 年，美国公开背叛
《开罗宣言》 和 《波茨坦公
告》，擅自公开宣布将琉球群岛
的“行政管辖权”移交给日
本，且肆无忌惮将我们的钓鱼
岛也包括在内。日本作为二战
的战败国本来已经从其武装侵
略和非法占领的土地上被赶
走，现在又被美国重新放回琉
球，进而霸占中国固有领土钓
鱼岛。然而，琉球国独立于世
界的漫长历史不可能被日美两
国的私下交易一笔勾销，中国
与琉球国极为密切的历史关系
也不会轻易被人遗忘。而今，
日本还要越过冲绳海槽挑起同
中国的东海争端，用中国的一句
谚语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该
国也不想想会不会撑破自己的
肚皮。

互联网上有网友撰文说：日
本民族的悲哀就在于其精英阶
层从来没有认真去梳理自明治
维新以来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并
将他们总结和反省得出来的经
验与教训毫无保留地告诉日本
民众。这也导致了今天不少日
本人对历史的暧昧，以及日本右
翼势力公然否定这段侵略历史
的根本原因，成了亚洲和世界不
安定、不安全的一个巨大隐患。
这里应添上一笔，所有这些美国
人都难辞其咎，是这个霸权国家
敌视新中国，极力拉拢日本对中
国进行遏制和封锁，这才一味袒
护用军国主义给亚洲和世界带
来严重灾难的日本，把这个二战

的战败国宠坏了。（王佩云）

相关链接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东海的
东部外围，南北总长度达 1000
多公里，呈东北西南向，大隅诸
岛、吐噶喇列岛、奄美诸岛、大岛
诸岛、大东诸岛和先岛诸岛，共
有60余个有名称有人居住的岛
屿和400多个无名小岛，总面积
4644.75平方公里。距中国沿海
的上海、宁波、温州约 700 多公
里。

琉球群岛上过去存在着琉
球国，就在一百年前这个王国
还有着自己的语言。琉球国疆
域北起奄美大岛，东到喜界
岛，南止波照间岛，西界与那
国岛。

历史上，琉球群岛曾长期
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从明洪
武五年 （1372 年） 以后，琉球
王国一直使用中国的年号，奉
行中国正朔。直至日本强行

“废琉置县”，琉球王国的官方
文书、外交条约、正史等，都
是用汉文写的。

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
借琉球使者到访日本之际，突
然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
王，并列入所谓“华族”。这是
维新政府强行改变日琉关系的
第一步。而这些行径，当时都
是暗中进行，对中国隐瞒的。
从此，琉球便成为了所谓“日
清两属”。从 1879 年 3 月 30 日
（光绪五年三月初八日） 开始，
琉球群岛被日本吞并，设冲绳
县。二战以后部分地区行政权
仍由美国行使，驻日美军基地
约70%以上集中在琉球。

1947 年 4 月，联合国 《关
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
定》，把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交给
美国托管。1970年，美日签定

《美日旧金山和约》，把琉球连
同钓鱼岛的施政权转给日本。
1972 年 5 月 15 日至今，日本重
新对琉球群岛行使行政管理权。

美国曾想交还琉球群岛，
蒋介石竟畏首畏尾称“将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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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信息
●郑亚琴遗失丹阳市练湖梦妃美
发店卫生许可证，证号：丹卫公字
[2012]第20120061，声明作废。
●丹阳市云阳镇美琴服装厂营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508190048，声明作
废。
●丹阳市麦溪初级中学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Z3141000135901，声明作废。
●陈跃兵遗失丹阳市开发区剪彩
理发店卫生许可证，证号：苏卫公
证 字（2013）第 321181-003368
号，声明作废。
●丹阳市联兴桩基有限公司税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21181561831402，声明作废。
●丹阳市联兴桩基有限公司原公
章和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陈国连遗失丹阳市联兴桩基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321181000201009090009S，副本：
321181000201009090010S，声 明
作废。
●丹阳市界牌镇吴锁妹香烟商店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0810210012，声明作
废。
●李星华遗失丹阳市宇华文印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321181000200912030038S，副本：
321181000200912030039S，声 明
作废。
●丹阳市宇华文印有限公司原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界牌镇鑫毅照明灯具厂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403310047，声明作
废。
●丹阳市界牌镇鑫毅照明灯具厂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
32111919690302631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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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广告

陵口镇林兴光学有限公
司街面厂房 5.65 亩，建筑
3000m2，国有土地，房产证齐
全，现需出售，价格面议。
联系人：张生 13905293082

厂房出售

本报讯 （记者 束丽娜）
昨日下午，由江苏省委统战
部、农工党江苏省委、明日之
星公益基金管委会联合开展的

“大手牵小手——助力教育信息
化”公益捐赠活动走进我市。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薛军民出
席活动，来自我市各受赠学校
的代表和部分九中学生参加捐
赠仪式。

据悉，“大手牵小手——助
力教育信息化”公益捐赠活动

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关于教育脱贫攻坚工作的战略
部署，推动教育部《教育信息
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落地落实，进一步提高
学校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能
力，助力教育信息化发展。今
年以来，市委统战部、市教育
局、农工党市委、明日之星公
益基金管委会先后多次协调，
召开活动推进会，深入开展前
期调研走访，确保活动取得预

期效果。
启动仪式上，明日之星公

益基金管委会助学部部长孙开
涛向我市捐赠了 40 部平板电
脑、2套3D打印机；为我市400
人以上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配备
教育信息化产品，每校平板电
脑 1部、文房四宝 20套、教学
软件 20套；向我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的100名教师免费赠送一
年期意外伤害险和驾乘意外
险。后期，明日之星公益基金

管委会还将派专业技术人员对
受助学校进行使用指导与培训。

薛军民在致辞中表示，此
次捐赠活动充分体现了明日之
星公益基金管委会对教育事业
的关心，体现了民主党派人士
回报社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担当。他希望受助学校要把这
些设备用到实处，加强学校信
息化建设，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全力推进我市教育事业再
上新台阶。

大手牵小手 助力教育信息化

明日之星公益捐赠走进丹阳

本报讯（记者 束丽娜 通
讯员 王琦）昨日上午，市红十字
会在疾控中心3楼会议室举行了
一场特殊的欢送会，欢送来自开
发区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医务工作者史晓辉赴宁捐献造
血干细胞。据了解，史晓辉是我
市第 3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
是我市医疗卫生系统第2位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1978 年出生的史晓辉现为
我市开发区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一名医务工作者。自 2001
年工作后，她每年都会参加义务
献血活动，并在 2013年 9月 3日
参加了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

动，成为中华骨髓库的一名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 2月 3
日，我市红十字会收到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江苏省分库
的低分辨配型相合再动员通知，
称史晓辉与一名身患急性白血病
的 11岁男孩造血干细胞配型相
符。被告知这一消息后，史晓辉
当即表示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
其家人也十分支持。3月4日，史
晓辉积极配合完成了高分辨检
测、健康体检等准备工作。在征
得亲属和单位领导的同意后，5月
17日，史晓辉签订了捐献造血干
细胞知情同意书，并于昨日下午
赴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做

捐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将于 5
月29日进行采集。

“茫茫人海中，我和患者配
型成功，说明有缘。而尽一切可
能帮助患者，早就成了医务工作
者深入骨髓的本能。”欢送会上，
史晓辉介绍了自己加入中华骨
髓库的经历，她表示，作为一名
医务工作者，自己对献血及造血
干细胞捐献工作比普通人有更
深一步的了解，在“机会”来临
时，更应该好好把握，做好带头
示范工作。

欢送会还邀请了方伟与魏
燕这两位捐髓成功的“前辈”来
到现场为史晓辉加油鼓劲。镇

江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苏枫、
我市副市长刘宏程向史晓辉赠
送了慰问金。

据统计，2013年至今，我市
红十字会每年都在全市开展无
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活动，
目前已有600余人加入了造血干
细胞志愿者队伍，其中进行造血
干细胞捐献再动员的有近 100
例，有18位志愿者抽取了高分辨
血样，现已成功捐献 2例。“希望
通过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榜样
力量，激励更多市民加入中华骨
髓库，为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
望。”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李腊荣
说道。

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延续生命接力

我市第3位“捐髓者”史晓辉昨赴宁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西门大街社区工作人
员积极走访摸排，通过悬挂横
幅、设置展板、发放宣传单等
方式向辖区居民宣传扫黑除
恶相关知识，做到人人知晓，
并鼓励大家积极举报黑恶势
力犯罪线索。图为社区工作
人员正向居民发放扫黑除恶
宣传单。（记者 茅猛科 通讯
员 王丹 摄）

西门大街社区全方位
营造扫黑除恶氛围

扫黑除恶
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吕宣）昨日上午，在副市长王
亚利、东华大学研究生部主任俞
昊带队的专家团以及吕城镇、江
苏丹毛相关负责人的见证下，东
华大学——江苏丹毛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纺织工程专业学位研
究生实践基地正式揭牌。

“通过这个基地，我们希望
能形成一个长效的产学研合作
机制，为丹毛持续不断地输入
高端人才，继而摸索出具有示
范意义的产学研合作形式。”揭
牌仪式上，江苏丹毛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荣良满怀期
待的一番话，引发了在场人员
的共鸣。

据了解，近年来，吕城镇以
“科技强镇、人才兴镇”的总体
思路开展科技、人才工作，截至
目前，全镇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18家，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 1
家，省级高性能材料研究院 1
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11家，
省级研究生工作站 10家，省级
院士工作站 2家，省级博士后
工作站 2家，千人计划 4名，长
江学者1名。江苏丹毛建厂近
40年来，一直专注于羊毛面料
和服装的研发与生产，目前拥
有羊毛精纺机织面料、羊毛精
纺针织面料和羊毛女装时装三
块核心业务。同时丹毛不断拓
宽毛纺领域的产品线，在女装
时装面料和男装功能性面料两
个领域获得了行业领先优势，
是国家精毛纺女装面料产品开
发基地，国家精毛纺女装面料
趋势研究中心。丹毛始终重视
在新技术开发上的持续投入，
与 2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
了深度的产学研合作，设有江
苏省工程技术中心、院士工作
站、博士后工作站等研发机
构。东华大学前身为华东纺织
工学院，是教育部直属、国家

“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等院
校。学校现有6个博士后流动
站、10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个
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点，学科涉
及工学、理学等十个学科门
类。东华大学坚持产学研用相
结合的办学传统，近年来产学
研合作项目达5000余项。

此次江苏丹毛与东华大学
开展深度合作，建立研究生实
践基地，将实现校企强强联手，
进一步搭建学校科研和企业需
求的桥梁，实现科研成果的实
效转化，助力企业提升技术水
平和研发实力，打造企业核心
竞争力。

丹毛研究生实
践基地昨揭牌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通
讯员 姜媛媛）日前，司徒司法
所工作人员、村干部、村法律顾
问联合对辖区内的 11名贫困
户进行入户走访，准确了解贫
困家庭的法律需求，助力精准
扶贫工作。

每到一个贫困户家中，工
作人员都要详细询问他们的健
康状况、劳动能力、经济来源、
家庭成员及子女教育等基本情
况，并做好记录。在了解他们
致贫的原因后，结合实际提出
建议与对策，鼓励他们积极面
对生活，争取早日脱贫。走访
过程中，工作人员向贫困户发
放了《宪法》《民法》以及农村法
律知识读本等，耐心解答他们
的法律疑惑。此外，还为每个
贫困家庭配备一名村法律顾
问，为他们提供一对一免费法
律咨询。

此次走访宣传，及时满足
了贫困户脱贫过程中的法律需
求，提高了他们的法律意识和
维权意识，为脱贫攻坚打下坚
实的法治基础。

司徒为贫困户提
供法律服务

昨日，来自市交通运输局
航道管理处的 20 余名共产党
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志愿
者队伍，沿着大运河丹阳城区
段景观二期道路开展了“清洁
我家园 保护母亲河”的环保
主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养成
良好生活习惯、自觉爱护环境
的氛围。图为志愿者认真捡
拾洒落在道路两侧及大运河
护坡上的白色垃圾。（记者 束
丽娜 通讯员 蒋春葆 摄）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梅珍）近日，市运管处在客运
中心开展交通法律法规宣传活
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
传资料等形式向广大市民宣传
客运法规知识，并向乘客提供客
运法律、法规咨询，并告知乘坐
非法营运车辆九大危害，呼吁广
大市民维护自身利益，自觉乘坐
有营运资质的客运车辆。

市运管处加强法
治宣传

清洁我家园 保护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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