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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后，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德国对犹
太人进行了疯狂的迫害。鲜为人知的是，美国
IBM公司曾充当纳粹的帮凶，协助德国完成对
犹太人的屠杀。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埃德温·布
莱克出版的新书《IBM 和纳粹》对此进行了披
露。

拿下纳粹的合同
纳粹分子只有在识别出犹太人后，才能毁

灭犹太人。那么，在德国6千万人口中，哪些才
是犹太人？更麻烦的是，德国犹太人的同化程
度非常高。

第三帝国成立伊始，希特勒政权宣布启动
全国人口普查。干是。1933年4月，犹太人识
别项目启动。帝国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完成这样
一项艰巨的任务，但IBM在德国的子公司德霍
梅格有。德霍梅格为德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解决
方案：签订合约，让德霍梅格一手包办，德霍梅
格会设计一套人口普查系统来计算并分类居
民。如果政府能够收集信息，那德霍梅格则会
处理好一切其他事项。

5月下旬，德霍梅格拿下了价值135万地租
马克（1923 年德国推出的货币）的人口普查合
同。很快，德霍梅格雇用了900多名临时职工，
为他们开展了为期两周的沉浸式数据处理课
程。

6月16日，50万名具备“国家主义意识”的
人口普查员开始挨家挨户收集信息，纳粹冲锋
队干部和党卫军军官也加入了这队伍。调查大
军会向受访对象提出尖锐的问题，例如，户主的
宗教信仰，或是否与异族通婚。

犹太人计数卡
9 月中旬，柏林的亚历山大人口普查综合

大楼，6000个纸箱被送到了这个洞穴般的地方，
每个纸箱都塞满了填写好的调查问卷。在地下
一层，德霍梅格职员日以继夜地将统计的人口
信息输入机器，数台“405”型穿孔机响个不停。

德霍梅格采用了“60列”卡片，每列有10个
孔位，共600个孔位。一列代表一种特征，而每
列上的每个孔位就代表了该种特征的具体类
别。卡片一旦被打上孔，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信
息：国籍、所属社区、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母
语、孩子数量、职业。比如在代表宗教的卡片第
22列中，孔1是新教徒、孔2是天主教徒、孔3是
犹太教徒；在代表国籍的那一列中，孔10代表
波兰语使用者。

卡片在打上孔后，会被送到霍利里思计数
器上，这种计数系统能快速地自动记录信息。

一旦在人口数据中发现了 犹太人，员工们
会单独处理这些犹太人计数卡。员工会通过交
叉索引并过滤包括职业、住所、国籍在内的 35

项特征，与土地登记信息簿、社群信息表，以及
教会当局提供的信息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不可
思议的新数据库。这样，纳粹分子就能通过职
业、城市甚至街区来辨识犹太人。至此，人口统
计已跨过难以逾越的界限。

比纳粹更早“入侵”
IBM没有像其他外国企业那样逃离纳粹德

国，反而加大了对德霍梅格的投资。IBM为第
三帝国这一重要客户做出了很多努力，为其配
置设备，从而与第三帝国构建起一张巨大的经
济关系网。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
期，IBM选择在德国扩建生产基地，不仅没能缓
解美国国内的失业现象，反而将更多的就业机
会转移到纳粹德国。

10月13日，IBM的创始人沃森不顾国内的
抗议，乘坐德国轮船“不莱梅”号前往德国，参观
了德霍梅格对大型人口普查的操作情况。沃森
给了德霍梅格特别的权力，让它可以为德国周
边国家服务。任何还没执行过人口普查和人口
登记的地方，或那些无法及时更新系统以跟上
德国反犹战线的国家，都会吸引德霍梅格前往。

在第三帝国真正跨过帝国边境侵人他国领
土前，IBM的“科学战士”就率先吹响了战争的
号角。

纳粹屠杀犹太人，IBM是帮凶

林彪兄弟姊妹六个，除年龄最大的姐
姐和年龄最小的妹妹，中间是四兄弟，他
们从大到小分别叫庆佛、育容（林彪）、育
菊（林程）、向荣。林向荣曾是抗日军政大
学第四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边区
第三军分区。解放战争开始后，林向荣担
任晋察冀军区独立第五团团长。1949年
2 月，其所在部队改编为第二十兵团第六
十六军第一九七师，林向荣则任该师五九
0团团长。

1949年3月，六十六军奉命参加解放
太原的会战。当时，成立了以徐向前为司
令员兼政委的太原前线指挥部，彭德怀也
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中，解放军在向国民
党军北郊工厂防线的核心据点进攻时，敌
人打出了白旗，并喊话：“我们同意休战，
请贵军师级长官前来商谈受降事宜……
战场上临机处置，不得不考虑敌军投诚的
可能性，若强行攻击也会招致不必要的损
失。林向荣主动请缨，认为敌人完整投降
的可能性不大，应由他带领一排人前去试
探，万一敌人施展诡计，他们也能利用地
形灵活反击。即使是正面强攻，也应采取
这种做法，反正总要有个突击队前行。他
带队前往还可兼作受降的准备。他说得
句句在理，师领导同意了他的意见。

林向荣带队前往后，敌人那边突然响
起猛烈枪声，果然有诈！大部队随即出击接应，但立即被敌军密集的火
力所阻击，伤亡严重，不得不停止进攻。次日凌晨，上级指挥部调来炮兵
增援。九七师在炮火掩护下，彻底摧毁敌人工事，歼灭了守敌。这时才
发现，敌人有意把林向荣和他那一排人引到了一个三面受到交叉火力威
胁的一片“绝地”中。林向荣被机枪子弹击中而牺牲。一九七师领导得

知此事后十分震惊、痛心，在师党委发给
林彪的慰问信中，全体领导表达了哀悼痛
挽之情，并且检查了我方过于大意对同志
爱护不够的责任，林彪立即回了信，他没
有怪罪任何人，只是用简短几个字表达了
自己的态度：为革命而牺牲完全应该，这
完全可以理解。

没想到的是，“文革“开始后，林向荣
牺牲一事被重新提起。1967 年 3 月 29
日，徐向前被宣布接受审查。4月1日，叶
群对吴法宪等人说：“林总的亲弟弟林向
荣同志死在太原战役中，据说他死得很蹊
跷，你们要为，首长分忧。”林彪伙布下一
张大网，要借此事整一批老干部。4月8
日，外调工作组回来向叶群、吴法宪汇报：

“林向荣死于机关枪子弹，左前胸和腹部
各中弹一枚，当场牺牲，没有后背中弹的
记录。”由此看来并无可疑之处。4月11
日，中央召开批斗徐向前的会议，吴法宪
等人质问徐向前此事，被周恩来制止。之
后，林彪一伙迫害徐向前的行径达到了顶
点。9月13日，黄永胜批示：“徐向前对于
林向荣之死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于是，
审查小组继续追查此事。

1968年10月18日，中共八届十二中
全会期间，毛泽东对林彪说：“战争年代谁
家不死人？我的两个弟弟都死了，他们也

都是烈士嘛。”林彪表态：“主席忠烈，是我们表率。”林彪死后，毛泽东对
周恩来、徐向前说：“林彪、叶群他们搞了一个专案，我事前不知道，总理
也不知道，是江青告诉我的，我早就说过战争年代谁家不死人，我的两个
弟弟、六个亲属都死了，我还能找谁去查？这件事一风吹了，不准再提，
都是林彪背着我搞的。”此事完全平息。 （摘自《党史博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战役胜利后，新华社曾刊
发一张题为《露宿街头》的照片，现珍藏于军事博物
馆。在众多解放上海战役的影像资料中，这是非常
经典的一张，充分体现了解放军严格的军纪和“不
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宝贵品质。照片发表后，在国
内外引起强烈震动，有人将其称之为解放军送给上
海市民的“见面礼”，还有不少媒体在刊登这张照片
时，将其称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举”，更有人
以此断言：“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日前，记者辗转联系到当年照片的摄影师、华
东野战军新华社前线分社摄影组组长陆仁生的后
代，从他们手里获得了一份陆仁生去世前口述、由
其子陆列嘉执笔完成的自述材料，此前从未公开
过，里面详细记载了《露宿街头》这张照片的拍摄始
末。通过材料中的内容可以得知：照片拍摄于1949
年5月27日清晨，拍摄地点是南京路西藏路路口以
西。

后代讲述陆仁生拍摄经过

1947年初，父亲出任华东野战军新华社前线分
社摄影组组长，跟随陈毅粟裕转战南北，拍下许多
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画面。那张著名的准海战役
总前委五人合照就是我父亲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解放军攻打上海时，人人都对丹阳整训时总前
委制定的《入城守则》熟稔于心，一不能使用重武
器，二绝对不入民宅。我父亲在宣传部门，对此更
是十分了解，因此他一直想找机会拍下上海解放战
役中有关的场面。

巧合的是，参与战斗的20军59师的副师长戴
克林是父亲在“江抗”时期的老战友，很是要好。且
59师是孟良崮战役的主攻师，我父亲在孟良崮战役
期间也随军拍摄了大量照片。我们推测，27 日早
晨，戴克林上街检查（入城守则）执行情况时，父亲
跟随戴克林一同前往。

当他们走到战士们休息的地方，看到在梅雨绵

绵的街旁路边，解放军战士头戴军帽、衣不解带，齐
刷刷地躺在阴冷潮湿的水泥地上，步枪靠墙倚放
着，有的机枪手睡着了，紧紧把武器抱在怀里。解
放军露宿街头也有队形的，不是横七竖八乱作一
团，而是横向侧卧，就这样从这边路旁的人行道上
一直延伸到那边……

时任20军60师178团一营机炮连文化教员的
冯炳兴回忆说：“那个时候南京路很窄，我们一个
团的两千多名战士，就这么分两排，从浙江路路口
一直睡到西藏路路口，你想想，500多米，该有多壮
观！”

看到了战士们在街头一个挨着一个，和衣而卧
的情景，父亲当时就立即举起相机，把这一攻城史
上前所未有的奇观拍了下来。第二天上午，父亲将
这张照片交给前指首长，首长看到这张照片后爱不
释手，立即将照片交给了军政治部。

照片经严格审查后，由新华社公开发表，顿时
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多家媒体转载刊登。

陆仁生自述拍摄经过

“……我当时被派到20军某师，在5月26日清
晨随部队从浦东渡过黄浦江进入南市区（今黄浦
区），当时战士们遵守入城纪律非常突出，在人行道
上休息时秩序很好，饭菜开水都由连队炊事员送
来，不进民房，围观的群众倍加赞扬。当天下午，部
队挺进南京东路苏州河以南一带，准备接受作战命
令。27日天刚亮，我得知进入市区的部队第一夜就
露宿在人行道上，我就不顾一夜未睡的疲劳，很快
地来到现场，唯恐失去这个大好机会。当看到现场
情况，心情十分激动，为了解放上海，战士们英勇杀
敌，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上海群众如同对父母
兄弟一样关心，不打扰他们。我在南京路西藏路以
西地区战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拍摄了这张照片。当
时苏州河以北交战的枪声清晰可闻。”

（摘自《文汇报》）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爆发前，中朝与美国
的停战谈判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以来，美国一方面
打不赢，另一方面又不认输，战争拖得越久，对美
国越不利，但不甘心如此收场，这种矛盾心情表现
得很充分，打仗的时候想坐下来谈判，谈判的时候
又想着再打一仗来给中朝施加压力，因此，停战谈
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一边谈，一边打，谈谈打
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

毛泽东对此有清醒认识，停战谈判刚开始的时
候，他一周内给前方发去两封电报，前一封为：“极
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
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
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轰、炸），以期迫我订立城
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
攻，将其打败。”后一封为：“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
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
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
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
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
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上甘岭战役爆发前，正值第七届联大和美国总
统大选在即。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并迫使中朝方接
受其在战俘问题上 提出的无理要求 ，美国政府指
示“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向中朝方施加军事压力。
据此，美方指挥官、时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四星上
将范佛里特制定了后来成为笑柄的“摊牌”行动计
划。上甘岭战役爆发前6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
拉克批准了“摊牌”行动计划。同一天，美国首席谈

判代表哈里逊在板门店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
其退场时还叫嚣：“让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获悉美方片面宣
布无限期休会后，致电中方谈判代表李克农，指

出，“敌人蛮不讲理地拒绝协定，中止谈判，企图以
此压迫即将开会的联合国大会赞同其破坏谈判、
扩大战争的阴谋”，对此，“我们提出严重抗议，要
求其对一切后果负责”。

上甘岭战役爆发后 ，美军火力虽空前凶猛，
然而付出惨重代价，仍无法越雷池一步。美军拼
得差不多了，只能让韩国军队来当替死鬼，最终，
进攻上甘岭的韩国军队，也消耗殆尽了。秦基伟

自豪地说：“美七师、韩二师均被我打残废了。”“只
得悻悻作罢，老老实实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参
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则在给美国总统杜鲁
门的报告中，沮丧地写道：“用这种方法20年也打
不到鸭绿江……”

上甘岭战役是美国 人挑起的，但主动权，却
在中方，1952年11月15日，毛泽东谈起上甘岭战
役时，底气十足地说：

“美帝国主义要打就让他打下去，打下去就只
有失……美帝国主义打起仗来有四个不利：一是
死人，我与敌人的死伤比例是一比一点八，现在则
是一比二点五。二是用钱，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
争中用钱是我们的八倍至九倍。三是战略，东西
两线不能兼顾。四是吵架，人民向他们吵，国内两
个党派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吵。美方代表团在
十月八日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提出的方案是‘坚
定的、最后的、不可改变的’。你是三个‘的’，我是
一个‘打’，总要迫使美方把它提出的方案变为‘动
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

事实证明，敌人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
上得不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
到！——1953年7月26日，历时两年之久的朝鲜
停战谈判完全达成协议。“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
克签字后，坦承“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
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
种失望的痛……”彭德怀也签下自己的名字，后
来，他说了段著名的话：“帝国主义在东方架 起几
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
去不复返了！”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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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上海：《露宿街头》
拍摄于何时何地

林彪弟弟牺牲一事曾掀波澜

图文无关图文无关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伟大祖国各项事
业蓬勃发展。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70
年来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书写了国家和民族
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济南市济阳区
文化和旅游局、济阳区信息(新闻)中心将联合组
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暨传统文化主题征文活
动。

一、征文内容

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发生的沧桑巨变，
以个人感悟、家国情怀为视角，讲述广大人民群
众与新中国风雨同舟的感人故事。

1.唱响主旋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通过个人的所历、所见、所
闻、所忆、所感、所悟，讴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
党带领下建设新中国的丰功伟绩，唱响济阳人民
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交响曲。

2.展现家国情。以百姓语言、百姓视角、百
姓情怀，通过物的更迭、事的变迁、人的变化，挖

掘红色记忆，传承传统文化，深切表达济阳广大
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和赤子之心，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齐
心协力、不懈奋斗。

二、征文要求
征文要求主题突出、内容具体、语言流畅、故

事性强、体裁不限，字数为1000字左右，可配发
历史资料照片和体现新变化的照片。.征文作品
须为未发表的原创作品，如发现有剽窃、抄袭等
情况，一律取消评奖资格。

三、征文时间及奖励
1、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投稿截止日期为6

月30日。
2、投稿截止后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颁

发证书。
四、投稿方式
来稿请注明“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字样，并写

清楚投稿人姓名、单位、地址及联系电话。来稿
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所有征文，主办方均享
有编辑权、修改权和使用权。此次征文活动以

WORD 文档的形式提供电子版，发送至 jy-
qtsg@jn.shandong.cn邮箱。

邮寄地址：济阳区文体中心（新元大街与正
安路交汇处）。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训平
联系电话：0531-84210132

济南市济阳区文化和旅游局
济南市济阳区图书馆

2019年6月5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暨传统文化征文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