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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od Man from Siemens: John Rabe

西门子的好员工：约翰·拉贝

World

� � 11 月 23 日，南京市小粉桥
1 号的旧式院落中， 一场纪念
仪式在瑟瑟寒风中展开———只
有百余平方的庭院空地， 挤进
了上百人为“南京好人”约翰·
拉贝的 130 周年诞辰献上由衷
的敬意。

1937 年日军攻占南京期
间，德国人约翰·拉贝与十几位
国外友人共同建立的“南京国
际安全区” 在不足 4 平方公里
的区域内共挽救了 25 万中国
难民的生命， 受他恩泽的人们
称他为“南京好人”，而他当时
所撰写的《拉贝日记》亦成为重
要史料。

拉贝在日记中说：“善待了
我 30 年之久的我的东道国遭
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富人们逃
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
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他们没
有钱逃走， 他们不是正面临着
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 我们难
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 ”由
于他的得力保护， 躲避在小粉
桥院内的 600 多名难民， 没有
一个伤亡。

75 年后的这一天， 中国的

南京、德国的柏林，纪念约翰·
拉贝诞辰 130 周年的仪式在相
隔万里的两处拉贝故居上演，
再一次见证和怀念这份超越国
界与时间的人道主义情怀。

而把这种情怀永远铭记在
心的， 除了躲过那场浩劫的幸
存者之外， 还有当天到场并支
持这次活动的西门子公司。 70
多年前，约翰·拉贝正是作为西
门子的外派员工才得以来到南
京， 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期间培
养出的对这座城市的眷恋也是
他没有在战争关头撤离南京的
原因之一。

历史的尘埃曾经一度遮掩
了这位异国义士的善举， 直到
半个多世纪后的 1996 年，拉贝
日记被他的后人公之于众，远
离战争的世人才第一次了解到
这段动荡岁月中的传奇， 西门
子集团更是以“曾有这样一名
正直善良的员工感到自豪”。

为纪念拉贝先生的正义之
举、弘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2005 年 12
月，西门子携手合作伙伴共同
修缮拉贝故居，使得拉贝纪念

馆在开馆 6 年间接待了 10 万
余名参观者。 2007 年故居修缮
之后，西门子又协同多方联合设
立了“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
和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
究交流中心发展基金 ”， 并于
2012 年追加了对该基金的投
入。

在关乎自身生命安全的重
大时刻做出正义的抉择， 这其
实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企业以
能担当社会责任来要求员工的
范围， 能有这样的员工更是西
门子可遇不可求的骄傲。

对于这样一份自豪与骄
傲， 西门子的企业传播专员吴
敏有着这样的认识：“对于有这
样一位善良正直的同事， 能在

艰难时刻挽救他人生命， 西门
子公司的员工都非常自豪。 ”她
说，“所以，在纪念、继承、发扬
拉贝精神上， 西门子一直用实
际行动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拉
贝， 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传承
下去。 ”

在纪念仪式上，西门子（中
国） 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程美玮表示：“今年恰逢西门
子进入中国开展业务 140 周
年， 拉贝不仅为早期西门子在
华业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
是西门子早期志愿者精神的先
驱。 随着西门子在中国企业公
民行动进入新的阶段， 西门子
员工志愿者协会也于今年正式
成立， 西门子员工正在继续发

扬这份责任与志愿精神。 ”
据悉， 秉承着延续和发扬

拉贝的典范志愿者精神， 今年
5 月成立至今的西门子员工志
愿者协会在全国 7 大城市共计
开展了 13 场志愿者活动，总计
554 人次参与贡献了 3742 个志
愿小时，主题集中在环境保护、
科学与技术教育和社会与人道
援助这三大领域。

在异国他乡成为万千百姓
的救命恩人， 拉贝可称得上是
不折不扣的杰出市民； 而致力
于成为优秀企业公民， 应是包
括西门子在内等众多跨国公司
商业之外的核心目标。 在这一
点上， 西门子找到了和拉贝精
神甚为符合的内在关联。

1882 年 11 月 23 日， 约翰·拉
贝出生于德国汉堡。 1909 年，青年
拉贝来到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很
快就吸引了他。 1911 年冬天，命运
眷顾了这位志向远大、不畏退缩的
年轻人，西门子公司向他张开了温
暖的怀抱。 此后，约翰·拉贝先后担
任了西门子公司驻北京、 天津、南
京代表处代表。

二战期间， 约翰·拉贝怀着对
公司的深厚感情， 毅然留守南京。
在中国生活了近 30 年， 与中国人
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1937 年 11 月， 侵华日军开始
袭击南京时，他在南京的住所 （同
时也是办公地）———南京市广州路
小粉桥 1 号，作为南京安全区收容
难民的 25 个国际安全区之一 ，保
护了 600 多位难民。 作为南京国际
安全区主席的拉贝和其他国际友
人一同，协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

会在其负责的不足 4 平方公里安
全区内， 拯救了超过 25 万中国人
的生命。

当年受到拉贝庇护的难民宗
有琴老人回忆说，她当年才 18 岁，
她的哥哥与拉贝门口的鞋匠是好
朋友 ，在鞋匠的引荐下 ，她和哥哥
都躲到拉贝院子里。 她的哥哥是卖
鱼苗的 ，头上常年戴草帽 ，额头上
有一道明显的帽箍，肩上也有挑担
的老茧。 日本人开始也把她哥哥拉
出来盘问 ， 但在拉贝的竭力护卫
下，终于平安无事。

拉贝当年的邻居李秀珍如今已
年过古稀，她提到，除了她自己家，
还有叔父家、姨妈家，整个家族 50
多口人，都躲在小粉桥 1 号。大屠杀
期间，那里无一人伤亡。这在整个安
全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不
能不归功于拉贝强有力的保护。

1938 年的新年，难民收容所的

难民们在约翰·拉贝宅邸的院子里
排队向拉贝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写
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的大
红绸布。 同年 2 月拉贝离开南京，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拉贝给
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国民政府授予
拉贝三色彩玉勋章。

从 1941 年开始，拉贝花了一年
多的时间整理了当年记录日军暴行
的日记， 其中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
500 多个案例。 这份重要历史文献，
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公之于世的。

直到半个世纪后的 1996 年 ，
这位 “中国的辛德勒 ”才从历史的
迷雾中向我们走来，他的日记被公
诸于世；他在南京小粉桥的故居被
确认； 他的墓碑安放到了南京；他
当年拯救的难民纷纷一吐肺腑之
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中国人
民将永远铭记这位和平勇士。

(文 /高文兴 )

11 月 23 日，南京市民在拉贝 130 周年诞生之际向他的雕像献上鲜花

当天，学生在约翰·拉贝故居内的展览区参观

拉贝在院中防空洞入口（摄于 1937 年，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