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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茨茅斯华人协会已经走过了34年的历程，当初由黎有先生、赖荣茂先生、李添先生为首的17
位创始人组成的华人协会已经发展壮大，现有会员362人。 两年前，通过协会执委们的推举，
我很荣幸地接过叶锦洪会长的职位成为第十六届会长。 我很热爱我的这份工作，也感谢第十六
届执委会所有成员给我的帮助、支持和对我的信任。

过去的两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平凡和忙碌的两年。

我们实现了两年前我上任时制定的目标。我们每年都举办中国新年和国庆节的庆祝活动，鼓励
当地华人和孩子们积极参与，继承中华传统，发扬中国文化。这些活动不仅给本市增添了喜庆
氛围，也使得中华文化深入影响了英国社会。我们还为会员们组织了各种旅游和娱乐活动,使得
大家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们整修了会所，包括损坏的屋顶、前窗。我
们还打扫了会所办公室，整理了花园，使会所变得更加整洁。为此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
括可观的财务支出。自我接任以来，我们正赶上英国历史上最长的6年金融危机，我充分意识
到每个华人经济上都比从前困难。因此，我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不要求本会执委们捐赠自
己的辛苦钱来支持本会的每次活动。所以本会目前的基金相对两年前有所减少，这是目前急需
解决的问题。

我的任期还有一年，我会尽我所能，利用自己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举办更多的筹款活动和申请本
地政府的基金。希望我的这些工作能得到全体会员的帮助和支持，以确保本会的稳定和健康持
续发展。

最后，我要感谢华人协会的所有执委，我们需要的是团队工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实现
任何目标。我衷心感谢你们，特别要感谢赖坚贞副会长，吕淑妍秘书长，妇女部张昭主任，中
文学校杨明河校长。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所有的会员，感谢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和所有在英
国的华人机构，感谢我们当地的各种华人团体、当地的企业、外卖店、餐馆、中国超市等，谢
谢你们的支持。我相信你们的赞助、参与、建议和鼓励将会使本会发展得更好，更成功！

2013 – 2014 會務報告

會長 蔡润泉

新会员名单   

(2013年8月 - 2014年8月)
周 菲    马 瑞   王 涵   易文漢
马宝蓉   刘晓华   桂 红   武 蓉
石 娟   刘 倩   赵 琴   林凯良
王 颖   琚兆杰  陈 勤 杨晓欣  

（共16人）

      
收入 支出

摘要   金額 £ 摘要   金額 £

全年學費 17784.50 全年總支出 14690.72

现有总额 17968.50

 樸茨茅斯華人協會  屬下中文學校

                 2013.9-2014.5 年度財政報告表    
   

以上报告由财政部副主任李秤生先生提供



樸茨茅斯華人協會

会务活動日誌表  
（2013年8月 – 2014年8月）

2013年 
月份

日期 活動內容

8 4 PCA第34次會員大會

8 4 PCA舞蹈队参加Southsea Show

8 19 比利时一日游

9 8 执委会第八次会议

9 9 部分委员参观Mary Rose博物馆并参加讨论会

9 13 蔡会长， 吕淑妍秘书， 林仲仁先生参加朴茨茅斯大学欢迎新生活动

9 17 参加全英华人国庆64周年庆典， 舞蹈队演出

9 21 PCA舞蹈队参加SouthSea消防大队Open Day演出

9 22 仁和餐馆庆祝中秋

9 29 PCA主辦慶祝國慶64週年，在狄更斯中心举行

11 17 PCA 舞蹈队参加在伦敦举办的亚洲美食节颁奖演出

11 24 执委会第九次会议

12 5 执委会第十次会议

2014年
月份

日期

1 12 PCA 舞蹈队参加消防局在Guildhall 举办的慈善义演

1 16 蔡会长及部分执委出席了使馆新春招待会

2 2 PCA 在Guildhall 举办2014年春节联欢会

2 3 PCA舞蹈队参加在King’s Theatre 学联春晚演出

2 7 PCA舞蹈队参加在伦敦举办的全英华人春晚

2 9 蔡会长及部分执委参加了华文教育基金会在伦敦的春节同乐日

2 16 蔡会长及部分会员参加 Basingstoke 华人协会春节联欢

2 17 杨明河博士组织20多位华人妇女参加在Guildhall 的Lord Mayor 茶话会

3 2 执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叶锦洪先生作PCA财务审计报告

3 10 妇女部主任张昭带队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全英妇联三八庆祝会

3 18 优惠午餐组老会员麻雀比赛

3 22 PCA 长跑队成立及第一次训练

3 24 蔡会长，吕淑妍秘书，林仲仁先生协同朴茨茅斯市政府访问团到珠海签订姐妹城市协议

5 3 长跑队领导小组会议

5 4 中文学校刘晓华老师退休欢送会

5 11 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5 18 賴堅瑱副会长组织妇女粽子义卖贺端阳活动

6 1 Arundel 和 Brighton 一日游活动

6 3 10位妇女参加在Guildhall 举行的市长就职典礼

6 17 足球队参加了Hampshire FA城市社团五人足球赛

6 19 蔡会长应邀受李克强总理接见

7 6 中文学校毕业典礼

7 13 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7 24 蔡会长及部分执委参加李辉参赞在Bournemouth举办的“强侨圆梦”座谈会

8 10 PCA 第35次会员大会



              

        樸茨茅斯華人協會   
          2013年8月 - 2014年6月年度財政報告表   

                             財政部主任 林仲仁 

收入 支出

摘要   金額 £ 摘要   金額 £
會員費 2588 車馬費 861
各界贊助 2231 布莱顿旅游租车费用 675
布莱顿一曰游 767 會所電費 678
朴次茅斯市议会贊助 2000 會所地税會 654
朴次茅斯文化租车费捐赠 368 會所污水費 623
粽子义卖收入 1732 會所水費 166
慶祝新年贊助 857 會所電話費 508
卫生培训班 800 文貝費 726
Fishbourne 翻译收入 150 打印机线缆 250
其它收入 39 电脑线缆 16
比利时旅游 2168 裁纸机 31
新年抽奖奖券收入 659 报纸宣传 192

 會所煤氣費 224
會所網絡費 217
學校 2117
租金 325
华萍演出开支 80
矿泉水 61
奖品 50
捐助 180
修理費 3725
炊具修理 200
培训班 70
丧礼开支 120
老人会开支 1390
其他雜用 180
舞狮开支 280
工夫表演开支 188
總支出 14787
現金及銀行：
期初余額 7706
十一个月總收入 14359
十一个月總支出 14787

總收入 14359 總期末余額 7278
銀行 7004
現金 274
總期末余額 7278



今年（2014年5月18日， 5
月21日）本会妇女部为了筹
集帮助会所的装修费用和方
便本市及邻区华人朋友们应
节之需， 举办了“粽子义卖
贺端阳”活动。 看到通告， 
今年订购粽子的群众非常踊
跃， 我们本会的委员也大力
支持。 5月18号一天包的粽
子不够供应， 为了满足还有
需求的群众和商号的订购，我再次组织了人力物
力多辛劳一天。 经过两天的辛勤劳动， 卖出的
粽子总数： 741只。 其中651只售价每只£2.80
， 90只售价每只£2.50是批发给本市各商号的。 
筹款总数： £2098.27， 扣除成本： £366.28， 

盈馀： £1732.00
在本次 “粽子义卖贺端阳”活动
中， 得到一班有着多年包粽子
经验， 有着义务奉献精神的妇
女前辈们的支持、协助， 以令
此活动顺利进行， 圆满结束！
在此， 我代表华人协会， 向
为这次“粽子义卖”筹款做出贡
献的叶彩云， 冼桂玲， 周丽
秋， 甄秋吟， 邓月英， 袁仕

琼， 刘惠芬， 陈月圆， 赵绮文， 梁俏霞等妇女
前辈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祝愿她们身体健康， 
长福长寿！为本会的公益工作， 慈善筹款继续努
力！

勇往直前的足球队员

今年2014年6月17日早上9时30分至下午4时， 
在本会会长蔡润泉先生和康乐部副主任余锦培先
生的组织带领下，由年轻队员余秀康，李镇辉为
首组成的八人足球队，参与了Hampshire FA 举
办的城市社团五人足球赛。参赛者八人要完成在
10时整至3时整的五场竞赛是非常艰苦的，况且
本会足球队员面对的是训练有素的其他团体足
球队员。当天烈日当空， 队员们5个小时在烈日
下，参赛者每人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队员赖
德乐，何二哥连续几场上阵，带领着年轻的几位
队员拼搏向前，不到万一，决不后退半步！队员
们个个精神抖擞，每个人都坚持到比赛结束。虽
败犹荣，充分体现了群体合作和体育精神！为本
会争光，为华人争光！

本会组织的青年足球队逢周日（中文学校上课时
间）下午1时至2时在中文学校集训，希望对踢足
球有兴趣的青年踊跃参加。查询联络足球队负责
人Jason Yu 07849 059375

副会长 賴堅瑱

包着公益心的粽子

副会长 賴堅瑱



3月24日，本会会长蔡润泉，秘书长吕淑妍女士， 财政部主任林仲仁先生协同由朴茨茅斯市长为首
的市政府代表团，赴珠海签订了姐妹城市协议。 根据协议， 同意在两市平等互利的原则下， 在经
济，贸易， 科技， 文化， 旅游等领域进行交流及合作， 以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早在去年七月份， 珠海市副市长李小龙先生已率团访问了朴茨茅斯市， 就有关经济合作等方面达
成了共识， 对朴茨茅斯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访问， 本会会长蔡润泉先生在中间起了关键性作用， 他是此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也是作为本
市的商务大使出席了这次活动。 本会积极协作， 不仅帮所有成员办理签证手续， 还准备了访问
日程等详细计划， 使访问团成员得以顺利成功的进行了为期4天的珠海访问和1天的中山访问。 此
次访问成员包括朴茨茅斯市长Lynne Stagg， 市议会副主席Hugh Mason， 朴茨茅斯大学驻中国
办事处经理王颖， Lordland国际公司总裁Steven Hassel， 港沃夫购物中心总裁Jack Busby， St 
John College 副院长Tim Bayley, 仁和餐馆董事长曾淑贞，英国珠海联谊会会长林健邦，英国中
华工商联合会主管陈慧菁， 英国珠海联谊会副会长韦曌彩女士等。 代表团于3月25日到访北京师
范大学珠海校园， 并参观了港珠澳大桥展览中心， 之后抵达海滨公园种植了友谊之树， 与珠海市
市长举行会晤， 签署了姐妹城市协议。之后还到访了太阳鸟游船公司， AVIG飞机工业有限公司和
拱北中学。 

访问团其中11人于28日访问中山， 出席了中山博览中心举行的2014年中山贸易及投资展， 并到
访了孙中山纪念中学和中国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代表团成员之一Highbury College咨询及信
息主管Hazel Foster认为这是一次十分成功而有价值的访问，他们与珠海城市理工及北京师范大学
建立了稳固的联系， 并商讨了多项促进双方学生互访的项目。 

本会执委协朴茨茅斯市政府团 
赴珠海签友好城市协议

秘书长 吕淑妍



二十年前，刚刚踏上英伦三岛的我和另外一个北京来的朋友开始了朴茨茅斯中文学校第一任国语普
通话教师的工作。二十年来，目睹着祖国的强大和世界地位、影响日益提高，亲身体会着中文学校
在不断地发展扩大，国语普及率也随之大幅度提高，同时也自豪地感
到这里也曾包含着我的一份努力和微薄的贡献。

看到母语在国外的中国子女甚至外国孩子中不断地深入普及，孩子们
的中文水平日渐提高，深感欣慰。回想起自己从教20年来的生活仍然
历历在目，学生们一个个鲜活可爱的样子还在眼前。

记得我教的第一班学生，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大部分都是生在中国大
陆，长在英国的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一般是公派留学生。孩子年龄参
差不齐，大都十岁以下，这班孩子我是从最基本的中文开始教起，一
直到他们上大学离校。他们个个都是好学生，全部以A+通过中等学
校中文会考，为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学校普通话教育步入
正轨，我不再带着一个班走到底了，一直担任五年级教师。我是个认
真负责的教师，虽然我以前从未做过老师，但“教不严，师之惰”一直
是我的从教信条。我希望在每周有限地时间里，尽可能地教会学生们更多的中文知识，我鼓励学生
有条件的要常回国看看，亲身了解感受祖国历史文化现状，那将对语言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自从英国教育部设置了中学国语会考，大学预科（像我们的高中，水平略高一些）中文考试。中文
学校普通话班也从最基本的拼音班一直开到大学预科班。很多说广东话的家庭也把孩子送到国语
班。据说英国政府将要取消广东话中文会考，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说广东话的孩子都要加入国语
班了，这将是个巨大的变化，会把国语普通话教育大大推进一步。

二十年后由于年龄和私人原因我离开了学校，回顾这二十年难忘的日子，我由衷地感谢中文学校为
我们的孩子所做的一切，感谢校长、老师、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感谢朴茨茅斯华人协会的大力支
持。祖国会记住你们，在世界的另一端默默耕耘的园丁，是你们在辛勤地帮助我们的孩子学习母
语，不懈地弘扬祖国的文化知识，使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扎根生长，果
实累累，相信他们一定会受益终生的，此乃造福子
孙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中文教育越办越好。在学校，
家长，学生的共同努力下，让中文—这世界上最优
美的语言，最绚丽的文化，最悠久的历史永远地发
扬光大。

中文学校20年
                                                         

                                                       中文学校教师及本会歌舞团副团长 -刘晓华



前两天舞蹈队领
队杨老师致电给
我下达了一项任
务——给8月份
出版2014年会
讯写点东西。其
实最近事情特别
多，每天的时间
都不够用。但是
一听领队说是写
关于舞蹈队的收获感言，我还是一口答应了。 加
入朴茨茅斯华人协会舞蹈队一年，我忙碌着也收
获着快乐。

仍记得是2013年年初的一次聚会上偶然认识张
昭老师的，当时大家在一桌上吃饭。张老师随口
说起舞蹈队的轶事，便向我推荐起舞蹈队。我当
时也在犹豫，为人妻为人母的人了，而且平时工
作上的琐事也已经够繁琐，还有必要给自己找这
个麻烦吗？事有凑巧，邻桌的钱瑶姐也是舞蹈队
的成员，并热情的游说我加入到舞蹈队的行列中
去。用她的话来说：加入了舞蹈队之后,业余世界
是五彩缤纷的。在她们的感召下，我在三个月之
后第一次到了平时大家训练的地方。

第一次参加了大家的热身，我就感觉找回了很久
不见的自信和活力，并坚定了我继续参加她们的
各种排练的信心。张昭老师是一位特别认真负责
的好老师，待人和善，对工作又兢兢业业。她上
课的时候会很认真的给大家纠正每一个动作。她
每次看问题，看错误都能够看到点子上，然后一
修改就好了。一次又一次地抠舞蹈动作，一次又
一次地彩排，正是因为张老师的细心和认真，舞
蹈队的表演在朴茨茅斯华人圈里获得大家的各种
好评，赢得了不少掌声。

杨老师是负责在排练的时候给大家放音乐的。虽
然这是个在大家看来很微不足道的工作，但是每
次只要杨老师不在的时候，音乐播放过程中就会

出现各种小问题，特别影响大家的排练心情和演
出效果。我们都对他工作上的细心和周到特别佩
服。除了放音乐，杨老师还负责管理和协调工
作，包括和使馆和英国当地组织等，并帮我们联
系各种表演机会。

舞蹈队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助，分
享生活或者工作上的心得，相处非常的融洽。在
这个大家庭里，我们每个月都会抽时间在排练完
之后给队里的姐
妹们过过生日
或者大家一起
出去吃饭，聊
天，感觉工作
上的疲劳和异
国他乡生活上
的不便都显得
微不足道。

我们跳舞不光
锻炼了身体，
而且丰富了精神生活和更加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丰
富内涵。我们还建立了一个舞蹈队的微信群。如
果有队员需要帮助的，在群上一分享，众多姐妹
便会很快的帮忙出点子，想办法，帮助其度过难
关。加入舞蹈队一年了，队员们之间也建立了很
深厚的感情，即使偶尔在某些事情上有分歧，也
会在大家的劝说下，消除误会，排除隔阂。

每个星期觉得开心的事情之一也就是去舞蹈队放
松，出一身汗。我一直说：“虽然我进舞蹈队的
时间比较短，但是大家每次上课时非常热情和
排练时特别刻苦，我觉得我们的舞蹈队是最棒
的。”所以我由衷的希望舞蹈队能够越办越好，
有更多的新的朋友加入，为舞蹈队带来新的血
液，焕发出新的活力。

舞蹈队感言

舞蹈队队员-周菲

 

 陳保強，男，会员，享年78岁，2013-7-25因心臟病于QA醫院逝世 。
 溫日泉，男，会员，享年84岁，2013-12-30因腎病于QA醫院逝世 。
 巫盤勝，男，会员，享年92岁，2014-1-30因老人病于QA醫院逝世。
 鍾  芳，男，会员，享年88岁，2014-2-24因老人病于修咸頓醫院逝世。

仙逝会员名单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长跑队（以
下简称长跑队）是朴茨茅斯华
人协会继舞蹈队之后的又一个
专业团队，旨在为朴茨茅斯华
人、学生和学者们提供一个运
动健身和交流互助的机会，同
时也鼓励各位队友不断提供
训练水平并积极参加专业活
动。长跑队在朴茨茅斯华人协
会会长蔡润泉先生和秘书长杨
明河博士支持下于2014年3月
组建，核心组织团队包括朴茨
茅斯大学刘洪海教授和王宏伟
博士以及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
林育威，短短几天就吸引了20
多人报名成为正式队员。长跑
队于3月22日完成第一次训练，
几个月里已有百余人次参加了
训练活动。长跑队的队员构成
涵盖了学生、学者以及当地华
人，队员年龄下至20多岁上至
60多岁，可以说是一种老中青
结合、以兴趣和强身为根本的
队伍。
长跑队的训练活动主要每周六
开展，其余时间也鼓励队员进
行个体或者小组训练，目前已
经有部分队员在每周正式训练
基础之上进行额外一到两次训
练。每周六10点，队友们准时
在EastnEy海边停车场集合，之
后大家一起沿着精心选择的路
线进行训练。目前主要有两条
训练路线，长度分别是4英里
和6英里。其中4英里路线为从
EastnEy海边停车场出发到south 
ParadE码头返回，6英里路线

为从EastnEy海边停车场出发到
southsEa码头返回。两条路线
都是沿着索洛特海峡，风光非
常优美，每天都有很多朴茨茅
斯当地居民在沿线休闲锻炼，
更有许多外地的游客到此旅游
观光。长跑队的训练在每周六
上午成为南海边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引来许多人的赞叹。
长跑队的队员们非常和谐，有
着很强的互利互助的文化。刚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部分队员
可以完成6英里训练，许多队
员甚至连4英里都很难完成。大
家在训练的过程中，互相介绍
经验，很有耐心地互相帮扶。
在经过几次训练之后所有人都
可以完成4英里，能够完成6英
里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纷纷
表示长跑已经成了日常工作生
活的一部分，和大家一起跑步
锻炼能够互相激励并且能够认
识很多新朋友，在长跑队的各
项活动里得到了很多收获。值
得一提的是华人协会之前的叶
会长和现任的蔡会长都参加了
长跑获得，蔡会长的长跑成绩
更是得到不断的提供。杨明河
老师不仅仅在长跑队组建过程

中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同时也
坚持每次训练到场为队员们鼓
劲，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让队
员们都非常感动。如今，长跑
队在日常训练之余，也考虑组
织BBQ等活动进一步加强大家
的交流并开始与其他团队进行
互动。
长跑队到现在也只有不到4个
月，作为长跑队的组织人员我
个人也收获了许多，也从老一
代华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如同对一个孩子一样，我们在
一起见证着长跑队的成长，一
起为长跑队的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也知道未来需要做的工作
更多。在第一个阶段，长跑队
收获了一批宝贵的队员，大家
互敬互助非常融洽，下面一个
阶段，通过更多的活动相信长
跑队能给大家创造更多的机
会，能大大丰富朴茨茅斯华人
的业余生活。

长跑队队长 -王宏伟博士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长跑队介绍



打老虎

近平同志甫登場  展示正氣要發掦
老虎蒼蠅一齊打  抽出陰謀周永康
貪贜枉法薄希來  啷噹入獄苦自嘗
暗殺英商海伍德  開來事發入監倉
上司下屬同抄家  洩案中人百五雙
滿屋金銀名書畫  擁有樓房三百幢
壟斷國企發大財  還做黑邦保護牆
斂財千億不足夠  私藏大量彈和槍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最高荣誉会长 - 黎有

诗两首

北京是中國的政經中樞，而中南海可說是中樞的中樞。坐落紫禁城以西的“神秘的中南海”是不少
文人雅士、右翼筆客、中外反共反華傳媒一貫的慣稱。
中南海 – 多少改天換地，關係千萬人命運的重要決策就在這裏作出。當年毛澤東故居豐澤園內
的“菊香書屋”是他的辦公地方兼住宅。一九六六年八月他又搬到中南海“游泳池”來居住。循著走
廊來到頤年堂，這裏則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鄧小平等軍政首腦當年集體議
事的地方。
中南海現在是中國決策層 – 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仍然在
這裏辦公開會。在人們的印象中，中南海總和戒備森嚴的字眼連在一起，改革開放自一九八零年
後，部分地方已逐漸開放讓遊人參觀。
由於本會會訊篇幅關係，現在只介紹中南海內幾個景點：
靜谷：位於豐澤園西側，是個自成一體的園中之園。
瀛台：是一個小島，建于明朝，清朝順治、康熙年間擴建，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光緒皇帝
被慈禧幽禁於此。一九零八年光緒卒於瀛台涵元殿內。
懷仁堂：位於豐澤園東北，原為儀鑾殿舊址。
勤政殿：曾經是中南海的正殿，戊戌變法時光緒皇在這裏辦公。
紫光閣：位於中南海北岸，建於明代，是一個數丈高的平臺改建而成。作為皇帝閱兵和選拔武狀
元的地方。現在中國領導人常在這裏會見外國政要名人。
補桐書屋：雍正年間，身為太子的乾隆就在這裏讀書。
新華門：原為寶月樓，傳說寶月樓是乾隆皇帝為討得香妃歡心而建。
中南海是中海和南海的統稱，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皇家園林。

東海風雲

美帝重返亞洲區  縱容爪牙甚囂張
安倍晉三阿基諾  狐假虎威太瘋狂
日寇野心盡顕露  霸佔釣島實荒唐
中國艦機頻出動  海空巡航護領疆
航空畫界識別區  此乃國家之規章
東海戰火風雲起  軍中上下有張良
甲午戰爭恐重演  現今神州不尋常
那怕蒼蠅來碰壁  往日之仇未敢忘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荣誉会长 - 賴榮茂 

北京政治中心   中南海  簡介



繼承侵略衣缽
日本現任內閣更右翼

                          
                              唐人

   原來日本現任政府首相安倍晉三是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日本甲級戰犯岸信介的外孫，副首相麻生
太郎也是二戰一名戰犯的後代。可想而知，由這
班充滿“武士道精神”、“太和魂”思想的狂徒掌權
執政，會帶領其國民向何方去？
     中國領土釣魚島於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被日
本秘密竊據。甲午戰爭，清廷戰敗被迫簽訂《馬
關條約》。強行把臺灣及所屬島嶼割讓給日本，
此後日寇對臺灣實施五十年的殖民黑暗統治。
  1945年8月15日，日軍戰敗投降，根據1943年
12月3日聯盟國中英美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7月
17日蘇英美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應把非法佔據
的東北三省、臺灣、澎湖群島歸還中國。
中國人民進行了八年奮戰，蘇英美向日宣戰，盟
軍勝利，日寇無條件投降，二戰結束。
    1931年9月18日，日寇佔我東北三省；1937
年7月7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件，全面進攻中
國；1938年10月廣州失陷，全國大片國土慘遭
蹂躪，日本軍國主義帶給中國人民沉痛的災難，
中國犧牲軍民三千多萬人。
   經濟財產損失以億萬計，這筆血債不容日本右
派政客抹殺，也不能歪曲歷史，不能容許破壞世
界秩序，不能再用 “武士道” 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
人民，不能亂改教科書，用客觀態度，承擔侵略
責任。

戰犯的末日

1948年11月12日，盟國軍事法庭判處日寇首要
戰犯東條英機、板桓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
石根、廣田宏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以上七名
絞刑。十六名甲級戰犯判無期徒刑，一名判刑二
十年，一名判刑七年。
1948年12月22日深夜以東條英機為首的七名罪
大惡極的戰爭罪犯在東京鴨巢監獄內，一個個走
向絞刑架，從而結束了他們罪惡的一生。日本右
翼政客應以此為戒。

在中國廣州嚴懲日酋

戰犯，侵華日軍頭目，曾任華南派遣軍二十三軍
司令，兼任香港佔領地總督田中久一中將，戰後
在廣州以戰爭罪行，被盟國起訴，執行槍決。

注釋：
  （1）  1943年12月3日，中英美三國發表開羅
宣言，部份內容要點為：
        （A）三國對日作戰計畫已取得一致意見；
         （B）三國的宗旨在剝奪日本在1914年第一
次世界大戰後所奪得的太平洋一切島嶼，侵佔的 
中國東三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
         （C）日本所佔的朝鮮讓其自由獨立；
         （D）堅持日本無條件投降。
    （2）  1945年2月蘇英美三國首腦斯太林、邱
吉爾、羅斯福在歐洲雅爾達舉行會議，確定二戰
後世界格局。
    （3）  1945年7月17日蘇英美領袖在德國波茨
坦開會，並征得中國政府贊成後，以中美英蘇名
義，由美國總統杜魯門擬定對日通牒（即公告）
對日本宣佈，再次促令日軍無條件投降。 
   開羅宣言之條件，必須實施，日本主權
只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其他小島之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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