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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明天最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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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桥”“杀人祭马”等
事件的真相在普查中一件件
揭开

紧靠长江的上新河系明代以
来沿江商业重镇，同时也是自古以
来南京的军事要地。居住在上新
河地区的木材商盛世征、昌开运等
人，曾向杨新华讲述了他们亲眼看
到侵华日军在江东门、凤凰街、皇
木场、新河口、螺丝桥、棉花堤等地
屠杀军民的情景。他们于 1946
年1月15日曾提供一份证词，现
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证词
称：“日本军杀害我国被俘军人及
逃难人民，共计28730余人，毙命
于上新河地区。”

而杨新华还提到了一件来自于
日本国内报道的事件：本多胜一是
日本《朝日新闻》社的一位著名进步
记者。为向日本人民揭露日军在南
京大屠杀中的罪行，他多次来南京
访问，并专程到当时的雨花台区江
东乡访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目击
者，回国后写成《走向南京的道路》
等长篇报道在日本国内发表。雨花
台区普查办公室王梅影先生根据本
多胜一先生寄来的1983年 3月
30日《朝日新闻》晚刊，曾翻译过一
段“尸体桥”内容。

“日本军占领南京前夕，当时的
江东桥被国民党军炸毁。日军占领
后，在这里堆积大量被屠杀的尸体，
做成‘尸体桥’，日军的卡车往来其
上。当时的目击者之一孙殿炎（应为

“元”）君回忆，‘日本兵用尸体堆成尸
体桥，上面铺着被破坏的人家的门板
和草土等。由于垫得不是那么均匀
平整，多少有些晃动的感觉。’当时还
是少年的孙君，目睹这么多人被杀后
用来铺垫行车的桥，不胜恐怖。”

“‘杀人祭马’是侵华日军在南京
大屠杀中犯下的一桩血淋淋的滔天罪
行！”走访中了解这一事件后，杨新华
在《血证》的写作中难掩愤怒、震惊：
“查遍人类历史，何曾见过以活人祭马
的惨剧！”他如此这般写道。

走访人员从84岁的受访者张
春山老先生处听闻这一事件，又得
到在棉花堤一带走访的朱成福、朱

学礼、胡新民等人的讲述证实，日军
杀人祭马罪行的经过在杨新华脑海
中渐渐清晰起来，他说：“日军的两
匹军马，拴在当地居民郭光贵家（现
雨花钢窗厂内）的屋角，马被流弹打
死了，日军硬逼着街上的方斗斗、熊
顺尧、邓银苟、高来生等老人把马抬
进郭光贵家后院，逼他们挖坑葬
马。与此同时，他们又从附近居民
家中抢来了几床棉被，抓来了木匠
宋士波，迫令宋士波做了两块有门
头高，一尺宽的木牌位，用日文写上
什么军马之墓。随后，日军用刺刀
逼令宋士波、方斗斗等九人，用棉被
把马包好，放进已经垫了棉被的土
坑里，培上土、插上牌位，像安葬什
么达官贵人一样，做了两个大马
坟。善良的宋士波、高来生等老人
满以为没有事可以走了。岂知杀人
成性的日本侵略军，竟惨无人道地
把九位老人的头砍了下来，一字儿
排在马的坟前，用以祭马。”

九位老人中，高来生的儿子小春
当时逃难在外，回来后亲眼见到父亲
等老一辈九人的血溅洒在日军军马的
坟前，痛不欲生，在另外几人的帮助
下，才把身首异处的尸体掩埋了。

一场场让听闻者揪心、讲述者
流泪的走访，一件件闻所未闻的惨
案⋯⋯一年多的普查工作下来，杨
新华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他形容
自己“无法用词汇描述听到的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之残酷”！

“作为一名文史工作者，我只能
真实记录受访者的讲述，这才是对
历史最大的负责。”普查结束后，杨
新华将所有采访记录、录音整理，填
写完千余张表格上交。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立
时，他又将保存的所有录音磁带、照
片等证物悉数交予纪念馆，用作馆
藏宣展之用。

端正视听，揭示事实的本来面
目，重现历史是杨新华当年写就此
书的目的。因为，“只有事实才能端
正视听，唤起人们的觉悟，只有事实
才能唤醒我们的子孙，也只有事实，
才能唤醒世界人民，世界和平也才
有保证”！

文/图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孔芳芳 （注：文中所有史实来自杨
新华所著《血证》一书）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
者 陈彦）承接前天的大雾天气，昨
天一早的全省出行依旧受到雾霾天
影响，从早间6时开始，全省多条高
速包括过江通道都执行了特级（道
路封闭）交通管制措施。不过好消
息是，随着一波冷空气的到来，雾霾
天气将短暂和大家说再见了。最令
人欣喜的是，一场大雪节气后的初
雪说到就真的到了。晚间时分，当
细小雪花在灯光下四散飞舞，虽然
落地不久就快速融化，但已然宣告
着冬天熟悉味道的到来。

从昨天午间前后，为这波降温
持续捂了几天的“被子”终于捂不

住了，不仅太阳藏住了头，连风也
呼呼吹起来。昨日上午10时52
分江苏省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
警信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徐州、
连云港、宿迁、淮安等地最低气温
将下降8℃，预计15日最低气温：
淮北地区-6℃左右，有冰冻，本省
东南部地区 0℃～-1℃，其他地
区-3℃左右；并伴有陆上5-7级，
江河湖海面7-9级的偏北大风。

昨日下午，随着气温进一步走
低，从晚间7时左右，我省沿江苏南
部分地区开始飘起了小雪。根据记
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的信息，包括
南京在内，像句容、丹阳等地，都在

同一时间迎来初雪，雪情都不大，再
加上较高的气温，基本落下不久就
融化了。可能不少市民会有疑问，
以往都是苏北地区遇到初雪的几率
要早于沿江苏南地区，为何今年苏
北地区没雪不说，沿江苏南地区还
先下了雪。省气象台首席值班员解
释，出现这一状况主要和气温条件
有关，目前苏北气候相对干燥，不利
于产生雨雪天气，而沿江苏南地区
普遍湿度适宜，所以遇到冷空气就
催生了降雪。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受这股寒
潮影响，至15日淮北地区最低气温
将下降到-6℃左右，其他地区最低

气温将下降3℃-5℃，最低气温将
下降到-2℃--4℃，南京的最低气
温则下降至-3℃。温度虽然明显降
了，但雨雪的范围却比之前预报的
缩小了。根据省气象台最新的预
报，13日夜里到14日白天全省大
部分地区多云到阴，沿江苏南局部
地区小雪。具体到本周天气，气温
将持续偏低，17-18日沿江和苏南
地区有一次小雨过程，其他时段以
晴好天气为主。另外，周末需关注
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低能见度天气。
具体为14日本省东南部地区阴转
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15-16
日全省晴到多云；17-18日淮河以

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
阴；19日本省东南部地区阴有小雨
并渐止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
20日全省晴到多云。

空气污染扩散方面，今天受北
方强冷空气影响本省，全省空气质
量优-良。15-16日，全省晴好天
气，高压静稳系统，全省空气质量
良-轻度污染。17-18日，沿江苏
南有弱降水，空气质量良为主；其
它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般（3
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为主。19-
20日，L型高压系统影响本省，空
气污染气象条件较差（3-4 级），空
气质量轻-中度污染为主。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
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12月13日
9时51分，嫦娥五号轨道器和返
回器组合体实施第二次月地转移
入射，在距月面230公里处成功
实施四台150牛发动机点火，约
22分钟后，发动机正常关机。根

据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轨道
器和返回器组合体成功进入月地
转移轨道。

后续，携带月球样品的嫦娥五
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将在月地
转移过程中进行中途轨道修正，并
择机实施轨道器和返回器的分离。

晨报讯（通讯员 袁冶 赵逸
秋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景正
华）一条时光隧道，让市民们重温
青春飞扬的上世纪80年代、激情
澎湃的上世纪90年代、新潮涌动
的千禧年代。通过“穿越门”及多
处沉浸式场景打造，新消费的主
力军“90后”与上世纪90年代的
南京进行了完美互动。12月12
日，一场“穿越”式的消费体验，在
南京鼓楼下关火车主题公园精彩
上演⋯⋯

当天，“‘双12’约惠鼓楼，沉
浸体验直播嘉年华”在这里举
行。活动设置了直播区、沉浸式
体验区、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有欢
迎围观的“OMG买TA”新零售
直播间、有热门IP云集的车站售
卖大厅、有南京味道的白局表演、
有年轻人的潮酷街舞，也有浪漫
情怀的老电影⋯⋯

更让很多年轻人惊喜的是，
活动邀请了演艺明星杨迪亲临现
场，担任鼓楼“好货”体验官，与淘
宝主播共同推广鼓楼“好货”。

鼓楼区商务局副局长陈贯源
介绍，活动吸引了近40家知名零
售品牌参与，销售货品超 100
种，涵盖时尚快销、智能数码、暖
冬养身、文创体育等，让市民在过

足“穿越”瘾的同时，尽享“鼓楼严
选”的优惠与品质。

“鼓楼以‘双12’消费节点为
契机，引导更多企业通过直播的形
式参与进来。据不完全统计，活动
为企业线上引流1亿+，线下门店
引流总计1万人次+，大幅提升了
区内企业知名度和产品市场占有
率。活动期间，所有参与商户销售
额预估破5亿元。”陈贯源说。

在沉浸式体验区，二八大杠
自行车、暖水瓶、缝纫机、“傻瓜”
相机等一件件旧物件，带领“90
后”的新消费主力军仿佛置身上
世纪90年代的南京。

接下来，鼓楼还将联合专业机
构，充分发挥长江岸线资源优势，
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丰富街区业
态品类，把下关火车主题公园培育
成更为成熟的新消费打卡地。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日电
“2020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
数据大会”11日至12日在京举
行。记者从会上获悉，相关单位
正筹建“智能化基础教育评价系
统”，以期为建立科学的、符合时
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提
供支撑。

今年10月印发的《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
指出，要“创新评价工具，利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
探索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情况全
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
素横向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在会
上表示，我国传统教育评价多
以纸笔测验为主，偏重知识和
技能、信息模态较单一，且缺
乏过程性数据，反馈滞后，难
以实现总体方案所提目标。而

现代科技发展为建立科学的教
育评价提供了全方位支持，人
工智能、大数据和教育的深度
融合，有望在教育评价改革中
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大数据与各类分析技
术可对学生知识掌握情况、能力
水平差异情况及学生的行为特
征、性格特点等进行有效诊断和
分析反馈，帮助老师更好地因材
施教，帮助学生解决学习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董奇介绍，目前教育部基础
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中国基础教
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大数据应用研
究院等多家单位正致力于建设
“智能化基础教育评价系统”，希
望通过5年至10年努力使系统
取得成果。

该系统建成后将具智能化的

数据采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诊
断能力、反馈能力、改进效果评价
能力，具有全样本、信息多维多模
态、真实化、伴随式、个性化、反馈
即时等特点，高效服务学生健康
成长，减轻师生负担。

董奇表示，该系统的建成还
需教育行政部门、大学、科研机
构、企业尤其是一线中小学老师、
校长紧密结合，加大对智能化教
育评价研究与应用的支持，推动
成果转化与技术创新及区域应用
示范。

由中央电化教育馆、北京师
范大学、科大讯飞联合主办的
“2020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
数据大会”，邀请了国内外百余名
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教育、
大数据挖掘与应用、心理健康、智
能化教学、教学评价等领域，探讨
科技给教育带来的变革。

嫦娥五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
实施第二次月地转移入射

“90后”与上世纪90年代完美互动

鼓楼打造一场“穿越”式消费新体验

我国将建“智能化基础教育评价系统”
为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提供支撑

嘉年华现场。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赵亚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