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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拉贝：中国的辛德勒

临危受命：
为建立安全区奔走呼号

约翰·拉贝 （John Rabe），
1882 年生于德国汉堡，1908 年受
西门子公司之聘赴中国经商，是
一位成功的商人。

1937 年 11 月， 抗日战争淞
沪战场形势急剧恶化，国民政府
西迁，南京岌岌可危。 鉴于中国
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副主
席、法国天主教神甫饶家驹在上
海成功建立南市难民区的经验，
多人倡议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
委员会，并举荐拉贝担任主席。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初
创， 拉贝等人面临的问题不少。
首先是安全问题，即获得中日当
局不对安全区采取军事行动的
保证。 中国方面进展顺利，11 月
26 日，杭立武便向拉贝转达了蒋
介石的赞同意见，南京市长马超
俊在 29 日中英文化协会例会
上，当众宣布了这一决定。 然而，
日本方面却迟迟不予答复。

拉贝试图通过德国当局获
得日本方面答复，未获成功。 他
给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伯尔
写信，也石沉大海。 但是，拉贝没
有放弃。 27 日，他通过美国大使
馆再次给日本驻华大使发去电
报，请求予以友善考虑。

电报发出后，他一边谨慎地
筹备南京安全区工作，一边等待
日本当局的答复。 12 月 2 日，饶
家驹通过美国大使馆转来消息，
日本当局对建立南京安全区予

以否决。 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
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
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在拉贝看来，这样的外交措
辞虽留有余地，却已令他非常满
意。 凭借这个半官方声明，拉贝
开始了南京安全区各项准备工
作， 并于 12 月 4 日开始接收逃
难而来的中国平民。

鼎力支持：
成立红十字南京委员会

伤兵问题同样棘手。 从淞沪
战场转运内地的中国伤兵多数
因交通问题滞留在南京下关码
头，等待救援。 11 月 7 日，南京基
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执行委员
会决定设立“下关伤兵接待部”，
由美国人约翰·马吉负责， 为这
些中国伤兵提供医疗救助。 但
是，日军日益接近南京，这些伤
兵的安全问题愈发令人担忧。

12 月 12 日， 拉贝决定接收
中国伤兵。 第二日晨，拉贝和马
吉等人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
会总部集会，宣布成立国际红十
字会南京委员会。 会后，他们马
上接管了三处分别设立在原外
交部、 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军医
院，并悬挂红十字旗，召回医护
人员。 在返回途中，拉贝救下约
600 名中国士兵， 将他们安置在
原外交部和最高法院。

为了便于国际红十字会南
京委员会开展人道工作，拉贝尝
试提请日本当局批准。 12 月 14
日，他分别用英语和日语写了一

封信， 准备面呈日军指挥官，但
未能如愿。 15 日，他又给日本大
使馆参赞福田德康写信，也未能
奏效。 很快，国际红十字会南京
委员会接管的军医院遭到日军
严格管控，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
困难， 但拉贝仍然尝试各种努
力，尽力为中国伤兵提供帮助。

铁证如山：
勇敢揭露日本士兵暴行

日军进入南京后， 烧杀抢
掠，无恶不作，连安全区也未能
幸免。 拉贝直言：“前一段时间我
们所经历的狂轰滥炸和连续的
炮击同我们眼下所经历的可怕
时期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 ”

12 月 16 日， 拉贝给福田德
康写信，痛陈日本士兵在安全区
内的种种暴行， 并随信附上 15
起具体案例。 17 日，他又给日本

大使馆二等秘书福井喜代志写
信，要求日军立即恢复秩序。

但是，暴行仍在继续。 拉贝
只能竭力帮助正在遭受苦难的
中国人。 17 日，在拉贝住所院墙
后面小巷子的一所房子里，一名
中国妇女遭到日本士兵强奸，接
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 拉贝费了
很大功夫， 弄到一辆救护车，把
她送进鼓楼医院救治。 18 日，拉
贝刚回到家，一位中国邻居来求
救，有 4 名日本士兵闯进他的家
中， 其中一个企图强奸他的妻
子。 拉贝赶紧冲过去施救，避免
了惨剧发生。

拉贝的住处收容了好几百
名中国平民，经常有日本士兵翻
墙而入。 18 日晚，几名日本士兵
翻墙而入， 企图强奸中国妇女
时，拉贝正好回家，及时制止。 19
日晚，又有 6 名日本士兵翻墙而
入，遭到拉贝的严厉呵斥。 这样

的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为了保证安全区内 20余万人

的安全，21 日下午， 拉贝和其他
在南京生活的外国人在鼓楼医
院门口集合，朝日本大使馆进发。
他们打算以集体的力量， 迫使日
本军事当局做出改变。 拉贝在日
本大使馆做了代表发言，但他的
要求被日本军事当局回避了。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不断搜
集日本士兵暴行的证据，定期向
日本大使馆通报，并收进南京安
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 拉贝在南
京难民区国际救济会他的日记
中记载了相关证据，成为今日揭
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本文系 2018-2019 名城名
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阶段性成
果，作者池子华系红十字运动研
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教授，作者崔龙健系安庆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937 年 12 月 12 日
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

防空洞的边上。 有人在用力地拍
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
我们放他们进来。 一些大胆的男
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
进入我的院子寻求保护。 这种苦
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
把两扇大门完全打开，把想进来
的人全放了进来。 防空洞里已经
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
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

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
痛，我已经有 48 小时没合眼了 。
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
里安置了 30 人睡觉 ， 储藏煤的
地下室安置了 3 个人，有 8 个妇
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
下的 100 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
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1937 年 12 月 14 日
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 ，我

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 汽

车每开 100 米~200 米的距离，我
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 死亡的
都是平民 ，我检查了尸体 ，发现
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 看来
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
后面击中而死的。

日本人每 10 人~20 人组成
一个小分队 ， 他们在城市中穿
行，把商店洗劫一空……我们安
置了大约 1000 名中国士兵在司
法部大楼里，约有 400 人~500 人
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 我们
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
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
声……我们总部的院子里， 有 7
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
他们最后终于被救护车送到了
鼓楼医院。 重伤员中有一个约 10
岁的男孩，他的小腿被子弹击中，
连发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

1937 年 12 月 19 日
我们房子的南北两面都发

生了巨大的火灾。 由于水厂遭到
了破坏，消防队员又被日本士兵
抓走了，所以我们爱莫能助。 国
府路整个街区好像都烧了起来，
天空被火光映照得如同白昼。 住
在我院子里的 300~400 名难民
（我已经根本弄不清楚在我的院
子里究竟有多少难民了）为了御
寒挡雪，他们用我提供给他们的
草席、破旧的门板和金属板搭起
了小棚子。

1938 年 2 月 3 日
我家院子里的 70 个姑娘和

妇女双膝下跪 ，频叩响头 ，嚎啕
大哭，令人可怜。 她们不愿意离
开我的院子，因为她们害怕遭到
日本士兵的强奸。 她们不断诉苦

说：“你就像我们的父母，你保护
我们到现在，可不能把我们甩下
不管啊！ 如果我们受到污辱不得
不死，那我们宁愿死在这里！ ”

对这合理的诉说 ，我不能无
动于衷， 我允许她们留下来，只
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离开了。

1938 年 2 月 8 日
早上 8 时，所有妇女和姑娘

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站立在我们
院子中央的小路上。 我要动身去
委员会总部 ，刚一出门 ，她们就
双膝下跪，跪在潮湿冰冷的水泥
地上不起来。 我通过她们信赖的
刘司机对她们说 ：“日本人和自
治委员会公开宣布，你们今天必
须离开难民收容所（即安全区）。
如果你们想留下来，我个人也不
反对，我不会赶你们出去的！ ”

� � 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会暨金中收容所所长率全体职员摄影（前排右六为拉贝）

《拉贝日记》节选

� � 2019 年 9 月 23 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举行《日内瓦公
约》签署 70 周年纪念活动。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并发
言，向世界讲述了三个与中国有关的人道主义故事。 第一个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的约翰·拉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