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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奋斗精神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掌上公祭、
徒步寻访遗址、“和平许愿墙”签名、12 小
时接力阅读……公祭日前夕，全国各地群
众开展内容多样、感情真挚的线上线下悼
念活动，缅怀同胞，祈愿和平。

“今日，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吾辈
当自强”……随着第五个国家公祭日临
近，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点开国家公祭
网，为遇难同胞点亮一支蜡烛、献上一束
鲜花、敲响和平大钟，表达各自的缅怀与
悼念之情。

早在一个月前，南京的 100 组家庭集
体种下500株紫金草花苗，共建和平花圃。
没能到现场参与植草的人则通过线上“播
撒紫金草”，留下和平的种子。这项已经持
续了 5 年的活动累计吸引了 1.4 亿名网友
参与，和平的心愿借助互联网，传播至美
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日本等。

“不是控诉，没有悲情，他们用朴素的
方式，证明人们从未忘记。”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凌曦说。

还有一群国际友人，用自己的脚步丈

量“南京安全区”。他们走过拉贝故居、南
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旧址、原金陵女
子文理学院等当年的“战时生命线”，致敬
国际人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平民的
人道主义援助和义举。

连续几年参加徒步活动的美国摄影
师克里斯·马吉告诉记者，他的祖父约翰·
马吉曾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
拍下的105分钟画面后来成为南京浩劫中
仅存的动态影像。“来到这里，我百感交
集。我敬佩并感恩他们在 1937 年那个寒
冷冬天为难民们所做的一切。”

“无论哪种方式，表达的都是对遇难
同胞的缅怀，对先辈付出的感恩，以及对
和平生活的向往。”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公祭日前夜，12 月 12 日晚 7 时，12 位
各界代表及81名大学生将在拉贝故居，分
主题展开持续 12 小时 13 分钟的读书接
力，诵读《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国家
公祭鼎铭文等内容。从最黑暗到最光明，
在阅读声中缅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迎
来重生和希望的阳光。

据新华社上海12月12日电 近日，60
岁的阙光儒不远万里专程从美国来到
上海，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捐赠他的
祖父——阙汉骞将军在淞沪会战中指挥
作战的珍贵照片，以及当年的书信和手稿。

1937 年 8 月，时任中国军队第十四师
第 40旅旅长的阙汉骞，在淞沪会战罗店防
守战中率部与日寇反复争夺，沉重打击了
敌人的嚣张气焰，该团将士的勇猛表现赢
得了国内外广泛赞誉。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
12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
役，又称“八一三淞沪战役”。这是一场规模
巨大的抗日战役，日军投入10个师28万人
的兵力，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
克300余辆，中国则先后投入70余个师的兵
力，动用舰艇40艘、飞机250架。战役中，中
国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与
敌浴血奋战，毙伤日军 4万多人，彻底粉碎
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淞沪会战也是抗日战争中最惨烈的战
役之一。其中，罗店争夺战更是以“血肉磨
坊”闻名于世。是年 8月 23日起至 9月底，
中日双方聚集大量兵力在上海罗店镇短兵
相接，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装备简陋、缺少
重武器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坚船利炮和飞机
轰炸下，整连整营地战死沙场，许多营、团
甚至师不到几天就减员大半，但官兵们士
气始终高昂不衰。旷日持久的争夺战，使
整个城镇变成一片废墟，战场上尸积如山、
血流成河，“一寸山河一寸血”。

“泰山鸿毛之训，早已了然于胸。故常
处境危难，心神亦觉泰焉。望勿以弟个人
之安危为念……”

这封家书写于1937年10月18日，写信
者叫谢晋元，时任第八十八师第 524 团副
团长。写完这封信几天后，他即奉命率一
个加强营 420 余人坚守三面受敌、孤立无
援的上海四行仓库。历经四昼夜血战，官
兵们击退日军 6 次围攻，毙敌 200 余人，有
力掩护了大部队撤退，而己方仅牺牲 5 名
战士，32人负伤，史称“八百壮士守四行”。

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成功，振奋了中国
军民的士气。整个淞沪会战期间，全国各
地民众积极支援上海抗战，湖南学生战地
服务团和福建省民众组织的慰问团，奔赴
前线进行慰劳；各界救亡协会广泛开展宣
传、募捐、演出、慰劳等活动；海外华侨也踊
跃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

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全
线西撤、上海沦陷而结束。尽管军事失利，但
淞沪会战为中国民族工业内迁、文教人员向
后方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更让国际社会看
到中国军民抗击侵略奋战到底的坚定决心。

如今的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就坐落
在昔日上海军民浴血抗战的主战场——宝
山区境内。一件件文物、一份份史料，记录
着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也是中华民族灾
难深重的历史见证。

据悉，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改扩建二
期工程已破土动工，约 5000平方米的新馆
将于2019年对外开放。

●“上个大学，手机多出一
个页面的APP”

12月 2日，长沙理工大学公寓热水服
务中心发布了一则通知，称热水系统将
升级改造，升级后支持手机“无卡消费、
充值、报修和信息发布”。系统需要更换
宿舍内的热水表，这意味着原有的热水
卡已经无法使用，需要下载一个 APP，

“扫码”后才能洗澡。
武汉一职院的学生也有同样的经

历：“我们校区也是用手机扫码洗澡，非
常不喜欢这种形式，每回洗澡手机屏幕
都进水蒸气。”

如今让高校学生烦恼的不是“卡太
多”，而是“APP 太多”“扫码太多”。“开门
禁、打开水、交电费、洗衣服、选课、看课
表、刷课、上课签到都有各自的APP。

“上个大学，手机多出了一个页面的
APP。 16G 内 存 的 智 能 手 机 表 示 吃 不
消。”一位大一学生说。

●课程绑定、强制使用让
校园APP“横行”

记者调查发现，校园 APP 通过与学
生成绩、评优挂钩而横行校园，霸王条
款、信息泄露、广告丛生已成为学生用户

“难言之痛”。
——强制使用，与成绩、学分挂钩。

“学校要求我们用一个体育 APP 记录跑
步次数，最终将其计入体育课成绩。”很多
同学对此很不理解，“运动的方式有很多
种，打篮球、踢足球都能增加运动量，为什
么一定要强制学生使用 APP 来计算跑步
量才算运动了呢？”一些学校还强制推广
与校园功能、学生学习都无关的软件，想

方设法使之与学生成绩、班级评优挂钩。
—— 利 益 裹 挟 ，学 生 成 了“ 唐 僧

肉”。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年轻
人是手机软件产品的主要用户群体，而
高校学生基数大，推广起来更为快速。
因此很多 APP 商家通过一些优惠奖品、
赞助项目或者直接给回扣的方式，让学
校帮忙推广、引导学生下载使用。”

不少学生向记者反映，一些 APP 的
使用规则堪称“霸王条款”，没有选择权
的学生则成了“唐僧肉”：“热水费一次最
少充 200元，余额不退。”

——广告丛生、信息泄露，APP 使用
体验堪忧。“这些 APP 不仅数量过多，而
且质量良莠不齐。一些 APP 每次点击进
入时还会自动跳出网游、贷款等广告。”
湖南一高校学生吴同学表示。

●泛滥的校园APP何时休？
“如今各高校都在推广信息化建设、

打造‘智慧校园’，这是‘互联网+’时代不
可抗拒的趋势，但泛滥的 APP 不仅没让
校园变得‘智慧’，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
麻烦，让学生不堪其累。”中南大学社会
学教授李斌说。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丁加勇指出，对
于校园 APP 泛滥现象，应当像过去的校
园一卡通一样，对不同功能的校园生活
服务类APP进行合并和减少。

李斌认为，学校作为管理主体，首先
应当加强前期把关、审核，对于师生使用
校园生活服务类 APP，必须保证其公益
性、公共性、安全性。对于具有不同功
能、使用体验的 APP，应充分尊重大学生
校园APP使用的选择权。

（据新华社长沙12月12日电）

淞沪抗战：

掌上公祭徒步寻访接力阅读
国家公祭日前夕群众线上线下祭同胞

上个学要用多少
——校园APP泛滥现象调查

近日，湖南
一所高校“扫码
洗澡”的新规定
让 不 少 学 生 觉
得闹心，也让校
园 APP 泛 滥 现
象 成 为 社 会 关
注的焦点。

一寸山河一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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