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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住人口十年增长608.7万人
南京常住人口931万，全省第二

5月18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
发布会，会上就江苏省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的主要情况进行了通报。
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省常住人
口为84748016人，与2010年我省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增
长 7.74%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0.75%。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与
2010年相比上升5.85个百分点，
65岁及以上人口与2010年相比上
升5.32个百分点。

我省常住人口十年增
长608.7万人

江苏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
导小组副组长、江苏省统计局局长王
汉春介绍道，2020年11月1日零
时，全省常住人口为84748016人，
与 2010 年 相 比 ，十 年 共 增 加
6087075 人。全省共有家庭户
2991.08万户，集体户201.18万

户。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
人，比2010年减少0.34人。

13 个设区市中，人口超过
1000 万 人 的 是 苏 州 市 ，达
12748262人。在900万至1000
万人的是南京市和徐州市，其中南

京人口数为 9314685 人，徐州市
9083790人。在500万至800万
人的是南通市、无锡市、盐城市和
常州市，在 400 万至 500 万人的
是宿迁市、连云港市、扬州市、淮
安市和泰州市，人口少于 400 万

人的是镇江市。全省常住人口中，
男性人口为 4303.16 万 人，占
50.78%；女性人口为 4171.64
万人，占49.22%。

与2010年我省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相比，13个设区市中，有10
个设区市人口增加。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
劳动力资源依然充足

全省常住人口中，15—59岁人
口为 5335.07 万人，占 62.95%，
虽然与2010年相比，下降8.05个
百分点，但仍保持在5000万人以
上的规模，居全国各省第四位，数量
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为经济增长发展
提供了重要支撑。

60岁及以上人口为1850.53
万人，占 21.84%，与 2010 年相
比，上升 5.85 个百分点；65岁及
以上人口为 1372.65 万 人，占

16.2% ，与 2010 年 相比，上升
5.32个百分点。

人口素质提高，城镇化
越来越集中

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
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0820人
增加到 18663 人；拥有高中文化
程度的由16150人增加到16191
人 ；拥 有 初 中 文 化 程 度 的 由
38676 人减少到 33308 人；拥有
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4196人减少
到 22742 人。15 岁及以上人口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32 年上
升至 10.21 年，文盲率由 3.79%
下降为2.61%。

全省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
人口为6224.24万人，占73.44%；
与2010年相比，上升13.22个百
分点。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许崇静

《为什么是她——张纯如与〈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开展

至纯至美至韧至勇 重现张纯如的一生
1995年7月，南京的夏天酷暑难耐，时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的段月萍女

士受人之托，在南京大学西苑宾馆见到了年轻的张纯如，帮助她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两年后，《南
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昨天，在《为什么是她——张纯如与〈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展
览上，已经89岁的段月萍与当年同样陪同张纯如采访的杨夏鸣等人和展厅中复原的虚拟“张纯如”拍
了一张穿越时空的“合照”。5·18国际博物馆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这一展览、这
张合照，把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张纯如“至纯至美、至韧至勇”的精神世界“复原”，也通过当事人的
介绍，向外界还原了张纯如当年来南京采访的那个夏天。

从展品中“看见”她：
张纯如穿过的六件套

装和一条婚纱在展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筹
备了半年的《为什么是她——张纯
如与〈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1号展厅开幕。“张纯如女士，
令华人世界骄傲的杰出作家，她以
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正义感撰写
了世界上第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
英文著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
杀》，在国际上反响强烈。为找到更
多史料，她独自一人来到南京，冒着
酷暑寻访南京大屠杀遗址，采访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在中美各地查阅
了大量档案资料……”展览开幕式
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副馆长凌曦在致辞中说。

50多件张纯如生前用过的或和
她有关的物品一道出现在展览现场、
参观者眼前。

“至纯至美”“至韧至勇”“一个
人的力量”三部分展出内容还原了
张纯如三十多年的人生轨迹，让观
者看到了一位杰出女性的成长过
程。第二部分中公开了多张她于
1995年来南京时与夏淑琴等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的合影，重点讲述她
为写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
杀》所花的心力精力。

从展览现场，参观者得知张纯
如小时外公便常给她讲抗战的故事，
她 11 岁时的课堂笔记中的文字
——“我总是把写作当成一种享受，
因为那是我真心喜爱去做的事”可感
知到她对写作的热爱，从伊利诺大学
新闻系教授罗伯特·莱德对张纯如的

称赞——“她是我任教10年来见过
的最聪明、最有活力、最有天分的学
生之一”看出她学生时代的优秀。

从新闻系毕业后，尽管曾任职
于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等知名
媒体，张纯如发现自己更想成为一
名作家，重返校园继续深造，于23
岁取得了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硕士学
位，没过几年，美国社会对南京大屠
杀这一史实鲜有人知的状况最终推
动这位女性查找资料、来南京实地
采访，将当年那段暴行真相写作成
书、公之于众。

“展览展出了张纯如母亲十几年
前和去年共两次捐赠给纪念馆的物
品，其中包括张纯如生前用过的眼
镜、鼠标、键盘、打字机，以及她生前穿
过的六件套装和一条白色婚纱。”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史料
研究部刘嘉雯告诉记者，参观者进入
展厅后看到的白色婚纱、一双白色高
跟鞋也是张纯如结婚时所穿。

26年后“合影”追忆她：
每采访完一位幸存者，

她都会给他们几百元钱

为写就《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
屠杀》，张纯如收集中文、日本、德文
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从美国国家档
案馆等地查找当年的日记、信函、政
府报告原始资料，通过书信联系日
本二战老兵。查档时她因发现《魏
特琳日记》而“激动不已”，后又辗转
联系上了拉贝的外孙女，得到《拉贝
日记》的部分篇章，1995 年 7-8
月，为得到第一手资料，张纯如来到
南京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
日军暴行发生地，翻阅历史资料，每
天工作10小时以上。

“当时是美国一位教授请我帮
助她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当年
陪同张纯如采访幸存者的段月萍、杨
夏鸣、王卫星也来到现场，和利用三维
影像合成的“张纯如”拍了一张26年
后的合影。为筹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段月萍曾和同事
专门调研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资料，
对幸存者的情况相对熟悉，她为张纯
如介绍了十来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她非常朴实，很真诚，一点都
不虚伪。”段月萍记得，当时他们基
本上每天上午去一位幸存者家中，
张纯如会说一点中文，但不会写，她
采访时话不多。“采访的时候她一般
不说话，就安静地听，基本没有打断
过他们，她就用随身带的录音器录
音，晚上回来后再整理。”段月萍说，
当时张纯如看到了幸存者身上的伤
疤，听他们讲述当年遭受的苦难，
“她非常触动，对幸存者也很同情，
每次采访完一位幸存者，她都会自
掏腰包，给他们几百元钱”。

如今89岁的段月萍老人和展
览中虚拟的“张纯如”合影，老人非
常激动。“她太可惜了，走得太早了，
去世时才三十几岁！从我内心来讲
我非常佩服她，这么年轻，对中国、
对全世界的正义和和平都做出了这
么大的贡献。”谈到展览的主题“为
什么是她？”段月萍觉得，为什么是
张纯如？这既是张纯如的选择，也
是历史赋予她的责任。

从史料中“接触”生活化的她：
未来将加强有关张纯

如的研究、展览、传播

而对于展览的筹备者之一、正
好是1995年出生的刘嘉雯来说，

张纯如是很贴近生活的，“不是高高
在上的、遥不可及的女性”。“她妈妈
在追忆的书里提到，张纯如小时候
就非常喜欢看书，常常关上灯偷偷
在被窝里看，还有学画画、上学时戴
厚厚的镜片这些细节，和我们的少
年时代很相像。只不过她更执着、
更坚韧，也更有正义感”。

通过搜集展览史料与这位伟大
的女性“对话”，刘嘉雯自言“整个过
程中自己带着一种责任感在工
作”。“她来中国时大约27岁，正和
我的年龄差不多，言语不通的情况
下，为了这个题材的写作只身前来，
这份勇气、行动力都让人钦佩”。

张纯如的生命定格在了36
岁，她正义坚韧的品质，她凝心聚力
写就的作品，她为中国、为世界和平
作出的贡献将被代代传扬下去。凌
曦在开幕式上透露，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已与淮安张
纯如纪念馆（注：淮安为张纯如祖
籍）签署了友好合作协议，未来将共
同加强张纯如的研究、展览、传播、
教育工作，“通过张纯如的事迹，进
一步加强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对
外翻译和国际传播，助力南京国际
和平城市建设，让铭记历史、珍爱和
平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据介绍，展览将持续三个月。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孔芳芳 文/图

新华社北京5月 18日电
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博物馆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广泛影响的
情况下，2020年度我国博物
馆推出陈列展览2.9万余个、
教育活动22.5 万余场，接待
观众5.4亿人次，网络观众数
以亿计。

18日，2021年“5·18国
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
开幕式在首都博物馆举办。文
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
局局长李群表示，我国博物馆
体系布局不断优化，“十三五”
以来我国平均每2天新增1家
博物馆，截至2020年底，全国
备案博物馆5788家，其中国家
一二三级博物馆达1224家，类
型丰富、主体多元的现代博物
馆体系基本形成。

2021年“5·18国际博物
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未
来：恢复与重塑”。

2020年5.4亿人次
“打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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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