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悼念<南京大屠殺>同胞遇難 80週年 

         中文古典詩詞全球大賽 

 

雙亞軍 (每位獎金美元$500) 

<江城子•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80周年祭> 邱道美/广东省广州市 

一江寒水放悲声。问谁听，问谁醒？同胞喋血，喋血古金陵。八十年来铭国耻，仇未雪

，恨难平。    钓鱼岛上展麟旌。有龙兴，慑东瀛。云帆济海，丝路接南溟。万里春风吹禹

甸，先酹酒，祭冤灵。279075651@qq.com 

 

<水调歌头：祭南京大屠杀日>  高盛毅/辽宁本溪市 

八十载风雨，何以洗苍瞳， 

金陵重创疮痍，玄武炮声隆。 

踏我河山倭寇，脔割黎元血肉， 

瓦砾遍哀鸿。 

妻女愤含泪，纵死不身躬。 

家国耻，犹断指，恨难从。 

何堪破碎，泱泱民众显英雄。 

拔剑挺躯七尺，怒发冲冠三丈， 

铁骨泰山松。 

不老秦淮月，依旧可弯弓。 

 

七律：<南京> 

一夜钟山腥满楼，秦淮晓月照悲秋。 

倭刀割土苍生肉，铁血捐骸壮士头。 

奋以八年平日匪，慨当万骨补金瓯。 

今观滚滚长江水，千里涛声怒未休。11790961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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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獎金美元$200) 
 

<我曾在万人坑当过讲解员> 燕淑清/江苏无锡市 

镁矿那山底，十层白骨碾。 

棚外磷火眨，屋中碎肢燃。 

夜间踢块拌，摸把冷汗寒。 

铁索琵琶破，狼咬脸半边。 

活体扭成串，手脚反勒肩。 

孽绝无人道，白齿少壮煎。            

矿车天天跑，老鸦声声咽。 

镐头石下滚，瘟疫那人还。 

殁殁连地狱，层层堆座山。 

入侵土红染，屠戮磷镁贪。 

罄竹驱辱恨，史书气庄严。 

血腥嘶裂叫，圣水可开言。 

母住平二房，这里绝人寰。 

入眼狰狞笑，活埋划拳癫。 

沙风犹耳切，指手不等闲。 

半钩千秋史，一馆讲无眠。 

徒步山沟血，洞明坑内残。 

冤魂不肯散，裸胆挂房檐。 

挖掘人性了，地心识旧年。 

劳工矮棚泣，镁石动地天。m18511163714yan@163.com  

 
 

優勝奬 (每位獎金美元$100) 
 

七律  <南京日寇屠城与国际安全区>  武焯/上海市 

连日秦淮血染红，金陵暴殄震天宫。 

人间首见狼倭寇，白骨成堆鬼也疯。 

一叶方舟飞驶入，难民数万跪郎中。 

时光八十能遗忘？千载恩仇洗亮瞳。 

[注：郎中，中医医生。此代指设立国际安全区的国际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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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家傲 <怒日寇金陵屠城> 

转眼八十飞逝去，堆堆白骨向谁诉？栋栋大楼遭贼侮，倭到处，一城石头能无主？    白骨

悠悠将石铸，华人岂是贪生侣。血战血流凝血柱，天敢补，金陵血造登天坞。 

ccncwz@126.com 
 

<南乡子     南京1937年祭> 杨宏/ 云南省昆明市 

千古恨难收，南国烽烟祭石头。鏖战不堪城已破，何仇？血冻秦淮水不流。 

往事越春秋，东海至今浪未休。暗许和平当日愿，还羞，雪耻自然奋九州。 

 

<醉花阴      南京大屠杀80周年祭> 

雪掩石头风不吼，城陷东洋兽。遍地尽仓皇，独有狼寻，尸满秦淮嗅。 

忆从甲午沉沦后，国破山河秀。此恨总难平，遥祭金陵，一盏泪花酒。 3515073@qq.com 

 

《永遇乐（中华抗战英雄颂）》张悦/湖北省武汉市 

亘古硝烟，兴衰凭寄，豪侠英杰。沧海浊流，沉浮可系，勇士心如铁。中华故土，南京

旧地，独沐古来明月。正华年，捐躯报国，千秋大义不绝！ 

怀前瞩远，壮哉英烈，不忘初心似雪。甲帐鏖兵，经年决胜，倭寇纷纷灭。一身肝胆，半

生戎马，力挽神州浩劫。寻常事，舍生取义，曷珍碧血？ 

511649580@qq.com 
   

< 扬州慢· 抗战家书>    吴海晶/ 河南省洛阳市 

穿越时空，烽烟满纸，每闻酸泪盈眸。记峥嵘岁月，叹浪谷危舟。恨倭寇、长驱铁履，

生灵涂炭，破碎金瓯。汉家郎，刺字肩肌，楫断中流。      

尽忠行孝，古难全、孰论刚柔。忍抛爱辞亲，赴汤蹈火，苦斗貔貅。力挽雕弓驰射，天

狼血，涤洗神州。任字行难辨，无伤光耀千秋。 

[注：针刺背肌、楫断中流以岳母刺字、祖逖渡江喻抗日志士。] 

 

<遥望狼牙山>（新韵） 

棋盘砣塔破云围，天地通灵雨雪霏。 

易水萧萧别勇士，狼牙熠熠挫倭骓。 

蹈崖敢比鸢鹰翼，赴死堪争日月晖。 

燕赵圣山镌史证，忠魂不灭壮军威。wuhj.lysh@sinopec.com 



 
 

 

 ( 1) 七律·紀念女英豪作家張純如逝世13周年 

－－《南京大屠殺》遺著英豪鐵筆銘真史      葉恆青/ CHICAGO   

姦淫擄撂豺狼暴，活殺生埋倭寇蠻。 

拜社當今香火盛，侵華歷史教科删。 

英豪鐵筆銘真史，罄竹遺書著血斑。 

正氣騰騰盈日月，嚴詞凛凛壯河山。 

註：2017年11月9日是女英豪作家張純如逝世13周年。 
 

(2)虞美人‧三十萬同胞血債難忘！ 

(悼念＜南京大屠殺＞同胞遇難80週年) 

南京舊恨何時了，死難知多少？東洋鬼子似豺狼， 

三十萬同胞血債難忘！   填膺義憤無平静，待旦枕戈警。 

陰雲滚滚釣魚臺，舞爪張牙魑魅又重來。 

 

（3）鷓鴣天·80周年泣輓歌祭亡魂 

 (纪念＜南京大屠殺＞80週年暨参觀日本侵華罪行图片展有感) 

國耻毋忘正義申，重温死難省龍人。 

窮兵黷武倭凶狠，擄撂姦淫屋燼焚。 

身首斷，血腥噴，濫屠比賽惨驚闻。 

八旬纪念亡魂泣，一部春秋浩氣存。 

 

（4）鷓鴣天·千萬不要忘記 

(為悼念＜南京大屠殺＞同胞遇難80週年而作) 

鼠疫流行常德城，腥風屍血遍南京。 

慘無人道『三光』策，喪盡天良細菌兵。 

删歷史，拜神薨。死灰靖國復香燈。 

中華民族尊嚴顯，雪耻賠償萬僑聲。 

*参拜靖國神社甲级戰犯，意味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5) 西江月‧芝加哥市看《南京大屠殺》電影有感 

惶恐逃亡流浪，濃煙烈焰殘垣。姦淫擄撂燼家園，死難同胞含怨。 

罄竹難書血賬，遺忘史實重温。聆聽幾位幸生存，濫殺無辜長恨 ！ 
 

(6) 七古·八年『三光』千載難忘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罪惡滔天，在南京大屠殺， 

而對中國第一僑鄉台山也惨遭『三光』。 

軍國主義罪惡極，錦繡中華遭『三光』。 



 
 

『速戰速 』蛇吞象，三月要把中國亡。 

駭聞南京大屠殺，僑鄉農村亦遭殃。 

物阜年豐財丁旺，台山本是好地方。 

鬼哭神號警報響，當年敵機炸城鄉。 

鐵路被炸公路斷，交通如千孔百瘡。 

日艦占上下川島，入侵撂運乃平常。 

＊     ＊     ＊     ＊     ＊ 

民國三十年三月〔三月三日〕， 

拂曉突襲我南疆。 

下午四時達縣內，居民疏散甚倉皇。 

撬鐵闡門鋤牆壁，瘋狂施暴殺燒搶。 

無數財物被撂奪，鋼材鎢礦及食糧。 

民國三十年『九廿』〔九月廿日〕， 

日寇又犯我南疆。 

狠狠打擊日本鬼，平民壯丁保家鄉。 

敵人機槍迫擊炮，我方大刀加步槍。 

敵強我弱死傷重，同仇敵慨不畏強。 

＊     ＊     ＊     ＊     ＊ 

民國三十二年夏，慘絕人寰野心狼。 

駭聞三社大屠殺，罪惡滔天施『三光』。 

生殺活燒逾七百，男女老少難逃亡。 

被燒房屋五三一，三座學校五祠堂。 

一日之間成焦土，內外鄉親豈能忘！？ 

八年抗戰五淪陷，第一僑鄉盡荒涼。 

年年紀念時時講，『三光』罪證一行行。 

掩耳盜鈴改歷史！？道歉賠償理應當。 
 

 (7) 七古·毋忘國耻 毋忘歷史 

(歐美無名英雄設『安全區』拯救中國人；中國英雄設『鴨子行動組』拯救歐美難僑1500

名，其中327名兒童。) 

(一)    殘暴南京大屠殺 

軍國主義野獸兵，侵略東北更横行。 

明目張膽伸魔爪，『七·七』事變佔北平。 

惨無人道『三光』策，『十二·十三』佔寧城。 

殘暴南京大屠殺，卅萬同胞盡血腥。 

註：第6句指日本軍國主義野獸兵，於1937年12月13日侵佔南京城之後 

連續6週内，用惨绝人寰残酷手段殺害我軍民同胞30万人。 

(二)戰火燃遍東南亞 



 
 

豺狼野性更猖狂，戰爭爆發太平洋(1941年12月)。 

日寇偷襲珍珠港，世界大戰露锋芒。 

戰火燃遍東南亞，無辜難僑何處藏？ 

欧美僑民在中國，徬徨無路可逃亡。 

(三)日寇设立大牢房 

一九四二年三月，日寇設立大牢房。 

欧美僑民二千幾，豺狼面前變羔羊。 

其中兒童三二七，缺食少衣餓肚腸。 

生病無药無醫務，日盼夜望回家鄉。· 

(四) 『鴨子行動組』救難僑 

中國有一位好漢，名叫成漢姓老王。 

加上美國六戰士，一共七位男兒郎。 

结成『鴨子行動組』，敢死敢拼鬥豺狼。 

营救行勳第一次，老王跳傘不平常。 

剛出機艙氣流滚，天旋地轉感迷茫。hangchingyip@att.net        

  

<悼南京大屠杀80周年>  宋筱兵/San Francisco 

寒风骤起兮云箫凉 

东瀛铁蹄兮躏华壤 

烽火狼烟兮天霹雳 

敌兵压城兮喋血碧 

 

金陵沦陷兮天地暗 

日军奸戮兮无忌惮 

六周梦魇兮绝人寰 

妇孺老弱兮无生还 

 

白骨苍苍兮荒冢惨 

腥风血雨兮屠城寒 

冤气森森兮鬼神黯 

日军暴行兮罪滔天 

 

30万生灵兮身首离 

血染扬子兮天地泣 

紫金山下兮亡灵祭 



 
 

椎心洒泪兮英魂忆 

 

日军暴戾兮惊世界 

牢记国殇兮千秋业 

勿忘历史兮匡正义 

护爱和平兮悲以砺   shelbyjsong@yahoo.com 

 
 
 
 

優異 (不設奬金) 

 

 

<凭吊吉林通化杨靖宇将军灵堂>    吕子荣/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景台镇 

景仰英雄气贯云，堂前躬礼整衣襟。 

借他一点脊梁骨，壮我中华民族魂。2603567410@qq.com 

 

七律 悼念《南京大屠殺》同胞遇難80週年  yuluogeyu/Edina, MN 

            盧溝橋上倭兒侵，碎我金甌不勝人。 

            掠奪恥書丟氣魄，屠殺血寫悼亡魂。 

            韜光養晦曾嘗膽，自力更生又臥薪。 

            冷眼西洋無小覷，踏平東海浪花沉。 2548079404@qq.com 

 

《纪念南京大屠杀》 王雪飛/性/江苏省南通市 

国殇八十足堪陈，刻骨屠城骇世闻。 

血雨纷纷秦淮水，腥风滚滚挹江门。 

人神共愤东洋寇，天地同悲华夏魂。 

旦夕亡灵三十万，鸣钟发聩史钩沉。snowolf9@hotmail.com 

 

<七律·书感>  吴 化强/北京 

破国三光世赧羞，屠城卅万血横流。 

苍天忍泪秦淮咽，厚土离魂太岳收。 

窑里油灯红海外，儿庄尸骨白山头。 

迄今富士难绅士，背道鸿俦作燕俦！ whq4554@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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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律 悼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80周年    倪贤秀/湖北省武汉市 

中华未失擎天柱，冷落山川亘古邦。罹难同胞诚不幸，燎原烽火始无疆。 

溯风千里回英旅，浴血经年访战场。且步残秋萧瑟里，金陵晓月映寒霜。  

  二、七律 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祭      

野外繁花寂寞开，寻踪旧径独登台。百年屈辱风烟逝，一域同胞野草埋。 

抗战生涯能祛病，和平时节共萦怀。南京别去青山冷，恐对家园满眼哀。 

三、临江仙（南京大屠杀后抗战胜利感怀）  

胜利经年披锦绣，山河表里姿容！南京早换昔时风：家园情不尽，晓月气如虹！ 

如画江山留壮丽，全民抗战称雄！惊涛骇浪践行中。漫言沧海事，恸哭贺勋功！ 

TAOTAO730@SINA.COM 

 

<小重山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感怀> 曹婧春/灯塔市 

悲恸江涛恨几层。阴云缠梦魇，鬼横行。 

六朝风雨咽声声。人凄切，草木更凋零。 

血债烙金陵。青山垂涕泪，悼屠城。 

墓碑耸立恰叮咛。狼侧卧，耳畔警钟鸣！462381469@qq.com 

 

<七绝·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  陈永财/河北省怀安县 

狼烟骤起血流河，国破家亡死骨多。 

卅万同胞遭杀害，深仇大恨永难磨。 

<七律·纪念九一八抗战有感> 

翻开史册恨难休，日寇侵华罪证留。 

抗敌风云燃怒火，惊天气势震全球。 

八年浴血千秋痛，一寸遗伤万里愁。 

胜利还须长警惕，磨刀砺剑捍金瓯。549002923@qq.com 

 

<国家公祭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所作> 徐彬雅/贵州省六盘水市 

往事何堪血雨腥，九州悲泣祭先灵。 

一厢哀乐瀛寰起，卅万冤魂地狱瞑。 

烽火八年疆土破，沧桑半世国人铭。 

山河未了旧时恨，东海风云又不宁。59901518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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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八十年祭>  谭俭方/广东省罗定市 

千年王气一朝收，卅万生民尽断头。 

玄武湖边尸遍横，紫金山下血长流。 

公侯将相时何在？虎豹豺狼古未休！ 

今又轮回繁盛世，亡魂依旧泣春秋。jftam@163.com 

 

 

<悼念南京屠城寄語> ( 廣府話新詩）洪林泳源/ Mississaug, Ontario 

南京繁華之城   浩劫血洗冷清 

聞者傷心掩面   見者嚎哭絕聲 

三七年冬事發   紅點旗軍入殺 

京城淪陷度日   滔天罪行無法 
 

淚湧述說當年   片段朦朧眼前 

再深呼吸嘆息   生不逢時追憶 

血染山河孤寂   殘暴冷血相逼 

嬰孩孕婦虐斃   戰俘戾處離逝 
 

刀落撒手人寰   活人生葬如閒 

試問蒼天何因   衣冠如獸不仁 

縱火奸淫無耻   草菅人命鞭笞 

茹苦含辛偷生   為作見證狂奔 

 

刀陣彈雨闖關  閃離地獄人間 

日軍惡行成癮  亂揮赤紅利刃 

鳥散不再回眸  悽涼勿睹背後 

寧願與虎作鄰  別想城中逗留 
 

事過八十寒暑   不能不出一語 

世人真相當知   罪行天知地知 

竄改史實缺詞   天理良心何處 

回頭覺悟反思   祈求彼此寛恕 
 

人生短短數十   何不和諧務實 

領導心術須正   道德標準重整 

歷史教訓借鏡   戰爭代價不輕 

願神憐憫百姓   振興和平之聲    pinkielamhu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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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感作>（三首）蒋世鸿/浙江省嵊州市 

其一 

八十间年风又雨，沧桑依旧雨兼风。 

未湔黔首襟前血，岂净屠刀刃上红？ 

倭国以时兴拜鬼，警钟当日猛号空。 

死生都向灵台祭，善恶两端殊不同。 

其二 

不堪往事又回头，卅万同胞恨岂休？ 

血迹溺沉膏样帜，弹痕惊醒梦般丘。 

糊涂但使忘伤痛，漫漶焉能泯寇仇？ 

八十年来同祭奠，金陵含泪报神州。 

其三 

弹雨更兼风雨稠，当年家国两罹忧。 

涅槃蓦见火中凤，祭奠敢忘心上羞？ 

魂且重招呈日月，血犹未冷续春秋。 

从今岁岁来禳禊，度得东瀛入善流。jsh_gezhe@163.com 

 

<七律·书感>    吴化强/北京  

破国三光盗未休，屠城卅万血横流。 

苍天忍泪秦淮咽，厚土离魂太岳收。 

窑里油灯红海外，儿庄尸骨白山头。 

迄今富士难绅士，带水行衣作乱谋！  whq4554@126.com 

 
 
 

1 <纪念南京大屠杀（新韵）>   郑瑞霞/ 河南省新密市民 

一日豺狼入，无边祸患来。 

血飞魔刃卷，声裂乱泥埋。 

千里江流赤，十层野掩白。 

铭心常记起，不释此生怀！ 

2 <纪念南京大屠杀（新韵）> 

重整山河国渐盛，血燃泪淬铸刀戈。 

三杯水酒怜白骨，百响风雷慑鬼罗。 

mailto:jsh_gezhe@163.com


 
 

悲动东疆千尺浪，壮掀苍宇万层波。 

正襟长啸金陵地，吊我亡灵斥寇倭！  yzbzrxyswdbk@foxmail.com 

 
 

<读中日战争有感/新韵>  翟海龙/安徽省宣城市 

洒泪看全篇，忠魂千万千 

丛林埋死骨，遍地筑尸山 

烽火八年乱，流民四季寒 

可怜吾故土，无处有人间 

<苍生碧血/古风> 

五尺男儿身，血肉筑长城 

抗战御国耻，千古烈忠魂 

<记念南京屠杀/新韵> 

炮火连天血肉飞，北风呼啸故都摧 

无辜民众千番泪，一片尸城万里悲 

大厦将倾国欲坠，苍生变色面如灰 

纷纷抗战收疆土，宁做亡魂不做龟 

<郝梦龄/新韵> 

日寇侵华步步推，南怀血肉满天飞 

枪林弹雨无人惧，草木花虫全部摧 

主帅营中心欲碎，将军阵上死而归 

一封书信惊国内，不复河山誓不回  z1z2c3@qq.com 

 

<七绝 写在南京大屠杀公祭日>  张立芳/ 河北省秦皇岛 

此日年年寒气盛，国人执笔代刀时。 

痛心字字千斤重，卅万冤魂血泪支。lanxinduyu@163.com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有感于日方多诿其过 >      谢良喜/江苏省高邮市                 

有血已洒金陵土，有泪应化江南雨。 

何事男儿竟郁吁，魂慑魂动眼欲枯。 

金陵杀戮事已矣，八十年来恨莫止。 

军国至今魂不死，教科屡簒侵略史。 

mailto:yzbzrxyswdbk@foxmail.com


 
 

忆昔日帝何猖狂，誓欲灭华志扬扬。 

孰料中华好儿郎，甘将热血洒战场。 

遂令金陵繁华地，咫尺天堂皆鬼魅。 

血作玄黄尸如山，三十万人同日逝。 

战者已矣不足陈，更堪罹难及平民。 

当时谁复顾公约，只将兽性尽展申。 

倭寇以斩头为比赛，战士纷纷较难耐。 

断头刈足比比是，残尸何以对大块。 

老焉得完，幼焉得安，少女少妇尽罹奸。 

轮奸不足复虐杀，冤魂至今不得还。 

一旦忽复时势易，中华崛起在朝夕。 

为恐旧帐更清算，右倾往往多搪责。 

嗟哉煌煌史册孰可翻，万人坑在岂是冤。 

君不见，国际友人多正义，拉贝日记遗万言。 

向闻立国之道在诚信，过而能改乃有进。 

独不见西欧大国德与意，不诿其过饰其非。 

赢得举世咸谅解，遂教国策有因依。 

况乃今之世界非两极，大道之行在德不在力。 

我今一言寄彼邦，倘不知非悔莫及。  xl19732009@163.com 
 

<南京大屠杀1> 刘成宝/江苏邳州市 

卅万同胞被杀屠，苍天有意但悲呜。秦淮河畔多尸体，燕子矶头少丈夫。 

鲜血他年凝古地，警钟今日恨东胡。十三亿众须牢记，莫让蛮夷欺国都。 

[注：东胡借指倭寇。] 

<南京大屠杀2> 

日寇挥刀现兽行，南京城里尽腥风。千家妇女床前辱，卅万男儿项上红。 

燕子矶头多白骨，秦淮河畔少英雄。弹丸岛国依然在，时向天朝耀武功。 

<南京大屠杀3> 

勿忘当年禽兽行，惨无人道鬼神惊。奸淫妇女云遮日，屠宰儿男血染坪。 

国共并肩驱贼寇，官民携手亮红缨。巨龙直入青天外，吸尽长江玉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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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国耻> 

勿忘国耻指东洋，多少英魂葬战场。日本有心参鬼社，中华无意动刀枪。 

豪言壮语终虚话，碧血丹心守土疆。东郭先生何必学，蛮夷自古是凶狼。 

<国家公祭日> 

卢沟晓月露狰狞，多少男儿勇出征。娘子关前鲜血洒，石头城里死尸横。 

眼看倭寇犹兴浪，手握钢枪须防瀛。独倚楼栏难入寐，莫言无用是书生。 

 

<满江红* 感抗战胜利70周年> 

痛忆当年，倭贼入，侵吾门户。狼子毒，杀淫烧掠，血风腥雨。 

锦绣河山成地狱，文明古国多妖雾。 

恨强盗，万恶笔难书，人神怒。中华辱，何须语。挥利剑， 

东京取。驾长车，敢叫鬼怕龙惧。 

碧海大河齐怒吼，黄岩鱼岛须收护。泪满眶，让万国来朝，旌旗舞。

1451057278@qq.com 

 

<玉楼春2/词林正韵 读中日战争有感>   翟海龙/安徽省宣城市 

暴日横行何日歇，满目疮痍城欲裂。 

每思家国泣苍生，还我河山情更切。 

视死如归流碧血，笑傲疆场除寇绝。 

神州处处有雄师，遍取丹心扬气节。z1z2c3@qq.com 

 

诗《七律.悼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八十周年》汪滢/中国安徽省宣城市 

日寇屠城三十万，同胞惨死血玄黄。 

历经噩梦心犹悸，灭绝人寰怒欲狂。 

剑气生时天示警，腥风过处草悲伤。 

狼烟不远当铭记，九域招魂一炷香。qwer234590@126.com 

 

《满江红》——悼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 80週年  杨旭/四川眉山市 

烽火连天，谁忍顾、百年岁月？ 

犹听得、金陵内外，断魂声咽。 

 兵败皆难分老弱，国贫易洒无辜血。 

数十日、流水尽飘红，长悲切。 

三千万，荒中骨；八万里，门前别。 

mailto:14510572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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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雄关要塞，龙潭虎穴。 

 不为浮名不为利，只将生死和敌决。 

一场场、南北到东西，旌旗猎。78695630@qq.com 

 

<七律.一九三七——叹南京> 王英彪/黑龙江省宝清县 

遍地哀鸿尽恐容， 

人间炼狱似牢茏。 

泱泱巨擘偏孱弱， 

渺渺倭夷戾意浓。 

家恨千年当谨记， 

国仇万载勿屈从。 

钟山自此留遗恨， 

虎踞龙蟠警盗踪。wyb20061@163.com 

 

<古风*华夏千秋警世鸣>  袁桂荣/吉林省四平市 

金陵一页屠城史，烟雨难消血泪腥。 

跳梁小丑翻淫眼，暴虐恣睢赛畜牲。   

亮剑唯听前进号，握拳怒喊起来声。 

鹊巢不纳群魔舞，硬汉岂容强盗横。 

御电驱雷残日落，图强筑梦枕长缨。 

蒙羞奇耻怎能忘，华夏千秋警世鸣。  

 

<渔家傲*八女投江>     

密雪丛林枪爆豆，娥眉嗔怒吴钩抖。冷云飞处削倭首。怜战友，拼他弹尽无粮后。     

八缕芳魂悲壮走，满腔热血沸腾吼。老爷岭上牡丹秀。翻白浪，乌斯浑水千秋奏。  

 

<摊破浣溪沙*大号是中华> 

天下龙人是一家，炎黄大号叫中华。宝地生香槐树下，有香瓜。     偷我半分明月亮，打

他满地大槽牙。警告墙根无赖鼠：小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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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幕遮*赞铁道游击队> 

铁路掀，军列抢，津浦纵横，抗日豪情壮。飞虎传奇真个棒，浩气雄风，直贯云天上。 

谱乾坤，追梦想，一曲琵琶，弹绿荷花荡。彪炳千秋英烈榜，不朽丰碑，永照东方亮。 

591492976@qq.com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八十周年祭>  周其荣/江苏盐城市 

杳渺沧桑八十春，当时泣国是何人。 

冲天烽火如燃血，拔地旌旗若有神。 

冤魄浮江不东去，阴风吹日渐西巡。 

立碑万丈今犹在，莫使姓名蒙秽尘。13814396058@163.com 

 

【满江红】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王远林/浙江省义乌市 

遍野哀鸿，三十万，江河呜咽。 

何忍睹？国危家破，鬼嚣神慑。 

惨绝人寰还滥杀，暴横街陌曾沦殁。 

恨倭寇、仍地狱无常，真蛇蝎。 

长城愤，华夏沸。 

五岳激，三山热。 

喜频生豪杰，铲除妖孽。 

百旅挥师呈伟业，八年抗战多英烈。 

有朝日、看直捣东京，凶奴灭。 770571296@qq.com 

 

满江红 <南京大屠杀80周年祭> 赵书成/甘肃省礼县 

此恨难平，痛犹在、岂能休歇？遭血洗、无辜丧命，深仇该雪。历史莫忘知耻辱，民心

不忤尊豪杰。悼英灵、三十万亡魂，哀声切。 

时虽久，情愈烈；倭奴丑，蛮遗劣。看狂徒再现，贼妖颠越。妄想重新兴浊浪，叫嚣又要

承前辙。祭今天、谁犯我河山，当消灭！  474725997@qq.com 

 

< 吊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  叶子金/湖北省蕲春县 

一从魔鬼噬残瓯，泪血秦淮未断流。 

来问阎兵三十万，几时索命到琉球。 5415322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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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感赋>二首  魏政寧/安徽合肥市 

一、哭墙 

哀书百家姓，痛绝古今墙。 

寒柏栖冤魄，清明酹月光。 

轩辕初试剑，天地陡生芒。 

东海鲸鲵怪，省身休再猖！ 

 

二、万人坑遗址 

白骨森然见，惊闻凄厉呜。 

寒鸦哀四散，灰鹊恸长呼。 

七夜群魔舞，空墟血泽污。 

金乌蒙黑煞，炮火照残躯。 

低首默良久，浑身痛切肤。 

公开辱正义，恣肆戮无辜。 

藐视生存道，必将遭唾诛！1875014666@qq.com 

 

<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感赋>二首  周爱华/安徽省合肥市 

      （一） 

雪白国槐千古开， 

哭墙城下万人堆。 

腥风血雨八年战， 

军号一声踏日盔。 

       （二） 

不堪回首心酸泪， 

白骨倾城倭寇屠。 

多少冤魂多少恨， 

跪灵伏罪任天诛。      3498325434@qq.com 

 
 
 

绝句<南京惨案国耻难忘>  谌运余/湖南省长沙市 

惨案屠城八十年，仇深血海恨如天。 

金陵城外冤魂骨，尽是犲狼罪证诠。 

 



 
 

七律 <纪念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 

虽己星移近百年，常将国难永相传。 

卢沟日寇烽烟点，华夏生灵苦难煎。 

沦陷南京屠百姓，奸淫妇女毁桑田。 

当时国耻谁能忘，罄竹千山罪不迁。3274266908@qq.com 

 

<铬史鉴今>     郑贤/内蒙古赤峰市 

腥雨硝烟泪洗襟，凶残地獄逊三分。 

村中点起冲天火，院里横眠染地群。 

荒岭时时增旧骨，平原处处有新坟。 

南京惨案脑铭刻，华夏隆昌志破云。 

惨悲时日记心中，血染山河遍泣鸿。 

滚滚黑云腥泻雨，涛涛狂浪怒惊空。 

火烧野草旺昭世，雪打苍松翠耸嵩。 

常看伤疤磨利刃，倭旋旧梦剑涂红。   

 

悼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80周年投稿   

泪飞血雨总留胸，泯灭人伦兽恶穷。 

少女被奸刀下死，幼童遭戮火中烘。 

南京惨案天哭老，北塞哀声地染红。 

史恨刻心常砺剑，岂容倭魔再旋风。zhx15149059619@163.com          

 

<日军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冤魂祭>  孟曦波/安徽太湖 

倭骑京门涌，  金陵舞榭收。 

山河皆失色，  脂粉顿蒙羞。 

兵燹城腾焰，  吾民血载舟。 

生灵三十万，  唤我慰同仇！13655640326@sina.cn 

 

< 谒南京大屠杀死者姓名墙> 高怀柱/山东省莘县 

看名满壁复何言，下有良心上有天。 

但愿年年有人谒，再无魔鬼祸人寰。gaohuaizhu2013@126.com 

 

mailto:3274266908@qq.com


 
 

<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   雷宁/陕西省岐山县 

国破山河战， 

金陵血泪深。 

屠刀羞日月， 

古城鸟声残。 

峰火燃华夏， 

同胞胆气寒。 

倭贼真是兽， 

奸盗掳掠杀！ 

 

<无题> 

六朝本在繁华中， 

铁骑突来破天惊。 

春来桃花辣人眼， 

千门万户断肠声。 

 

一剪梅•<念南京> 

日落念南京，泪溅西楼顶，已是春深蝶自来，满目凄凉景。 

国破苦春深，犲狼无人性，明月庭前满目霜，酒醒心如镜。 

 

天净沙•<南京> 

金陵自古吾家， 

地灵天宝物华。 

铁血男儿烈马， 

真情无价， 

救家国义如霞！ 

 

念奴娇•<长江东去> 

长江东去血和泪，倭寇犲狼行径，炮火连天，谁慰我同胞三十几万！古城蒙羞，南京遭难

，痛苦不堪辱。江山如画，一时血雨腥风。 

遥想金陵繁华，小桥流水间，云集商贾，拢聚人潮。谈笑间，多少人间佳话。古都硝烟

，人民如蚁蝼，戮杀无数。英雄出世，横刀立马敌阵。14902450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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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国耻>  ——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  吾爱/江苏丰县 

月祭  ——祭南京大屠杀80周年 

血雨腥风淫九州，东洋寇悍赛貔貅。 

中秋夜尽惊飞祸，家毁人亡祭月愁。 

<月念>>——纪念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几千万中华儿女。 

战火硝烟漫九州，军民卫土血长流。 

中秋夜寂怀先烈，溯远飞觞念月悠。 

<月慰>  ——盼民族团结，中华复兴 

国弱民微恸九州，豺狼蹂躏岂无由？ 

中秋夜静悲离析，亟待瓯全慰月忧。751764099@qq.com 

 

五绝 . <悼南京死难同胞>  兰晓雁/四川达州市 

日月花圈两，钟山几鞠躬。 

长江哀乐起，一曲《满江红》。 lanzhengwen11111@sina.com 

 

<南京歲暮追思> 呂克儉/湖北省武穴市 

蕭蕭落葉滿城池，震震鐘聲步履遲。 

觸目驚心三十萬，殘陽如血看多時。lvkejian@sina.com 
 

<祭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感赋>二首  魏政寧/安徽合肥市 

一、哭墙 

哀书百家姓，痛绝古今墙。 

寒柏栖冤魄，清明酹月光。 

轩辕初试剑，天地陡生芒。 

东海鲸鲵怪，省身休再猖！ 

[注:见《左转·宣公十二年》，鲸鲵是指发动战乱的坏人。] 

二、万人坑遗址 

白骨森然见，惊闻凄厉呜。 

寒鸦哀四散，灰鹊恸长呼。 

七夜群魔舞，空墟血泽污。 

金乌蒙黑煞，炮火照残躯。 

低首默良久，浑身痛切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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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辱正义，恣肆戮无辜。 

藐视生存道，必将遭唾诛！1875014666@qq.com 

 

<拜謁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謝少華/河南省信陽市 

金陵劫後湧心頭，八十年間幾度秋。 

雲暗哭聲天地痛，哀傳赤土大江流。 

無辜白骨千堆處，寂寞孤墳百里丘。 

莫忘前車之血鑒，時時未雨早綢繆。 zqxtzlx@foxmail.com 
 

<南京大屠殺八十周年祭>  張從蓮/貴州省 銅仁市 

人間何事最堪傷，生死茫茫轉瞬長。 

白骨森然為信史，海波尤未見清光。 

夕陽江水紅猶在，義士孤忠志尚香。 

一曲哀歌歸祭後，魂兮永紀國之殤。sbwdjscs@foxmail.com 
 

<雨中国家公祭日吟> 二首 袁人瑞/上海 

怒雨悲风意若何，天公与我共滂沱。 

满城屋宇成灰烬，卅万生灵坠劫波。 

猥祟虾夷吹鬼火，堂皇龙裔砺神戈。 

中华正气如山岳，要挽雷霆殛丑倭。 

 

伫听四野笛悲吭，肃立碑前祭巨殇。 

扬子滔滔流血泪，钟山历历记创伤。 

百年奇耻铭肝胆，万丈雄风挺脊梁。 

若使倭氛重犯境，神戈一举搠凶狼。yrr1944@163.com 

 

<南京大屠殺四十周年祭>  曹傑/廣東惠州市  

五千載史大江雄，八十年前白骨叢。 

血浸夕陽秋水上，淚凝花石月明中。 

補天誰是經綸手，遙祭傷懷黍稷風。 

日出蒼茫常念處，征帆萬里海疆東。cjhzxyzwx@foxmail.com 

 

<南京古城墙>    刘峰/河北省吴桥县 

金陵春到草萋萋，来客城前头放低。 

日暮犹看江水赤，夜深似听妇人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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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道歉鬼何有？卅万哀鸣恨且齐。 

愿得龙泉长九尺，誓将倭贼斩如泥。 1185316208@qq.com 

 

七絕：<農歷甲午年馬年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感賦>  张庭/美国俄亥俄州 

七十年前血腥日， 

虎狼野獸屠城池。  

萬千悲憤沖天起， 

我到南京不作詩。tzhang1@udayton.edu 
 

[满江红•悼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八十周年感怀]   吴地赐/湖北省荆州市 

赤染长江，三十万、同胞碧血。思那日、汉中门外，雨凄云咽。子散妻离尸骨丧，城颓

垣破哀声切。烧杀虐、践踏我中华，金瓯缺。      

铭往事，仇未雪；惩霸道，朝天阙。看英雄奋起，斩除妖孽。陵寝巍巍悲仰望，钟山莽莽

言寒彻。喜今日、钢铸长城，中华烨。 

 

<抗战胜利纪念> 

事变卢沟鼙鼓惊，山河破碎月空明。 

台儿庄里儿挥剑，娘子关前子请缨。 

浴血八年驱虎豹，筹帷万里筑长城。 

干戈玉帛史为鉴，寰宇同歌奏太平。 （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为我国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感题> 

回首已除忘国耻，同仇立法忆当年。 

全民八载挥戈钺，九域百川灭狼奸。 

时记牺牲持戟待，常思浴血举枪还。 

复兴圆我炎黄梦，更耸中华万里天。 

鹧鸪天• <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感怀> 

月暗星残山岳崩，屠城血洗鬼魂惊。百年犹记沦亡耻，旧梦长闻嘶杀声。 

金鼎立，警钟鸣。英雄喋血著丹青。图强盛世新崛起，华夏神威大国称。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感怀> 

炎黄血染石头城，耳畔犹闻怨泣声。 

扬子江涛和泪涌，钟山夜雨伴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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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似泡瞬间破，铁证如山永世铭。 

卅万同胞怨地狱，普天哀悼慰英灵。 

 

<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感怀> 

白山黑水怒天明，血洗金陵尸骨横。 

侮我中华留铁证，毁名世界丧天经。 

雄狮警醒堪吟啸，倭寇图谋扰梦惊。 

切记当年秦楚事，宜将大恨助图腾。  

 

<公祭日感怀> 

朵朵琼花和泪溅，百年奇耻愤膺填。 

恶狼当道山河碎，妖雾弥空尸骨寒。 

牢记忠魂流碧血，岂容沧海泛狼烟。 

复兴圆我炎黄梦，更耸中华万里天。wudici@163.com 

 

<鹧鸪天· “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80周年祭> 冯玉/BC/CANADA 

丁丑屠城天地惊，冤魂卅万恨难平。 

石头城雨悲呜咽，扬子江涛怒吼鸣。 

除倭寇，悼亡灵。家仇国耻永深铭。 

今逢八十周年祭，浩气长存日月清。yuf_2002@hotmail.com  

 

mailto:wudici@163.com
mailto:yuf_200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