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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律師來渝向6.5大轟炸死難者紀念碑敬獻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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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等一行4人,來到重慶大轟炸“ 六·五” 隧道慘案遺址,向大轟炸死難者敬獻花圈,
並深深鞠躬。

華龍網訊 (記者匡麗娜)“ 你們放心,我們會盡全力讓更多的日本人民了解真相。” 6月25日,重慶大轟炸民間
對日索賠訴訟團的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等4名日本友人,來到重慶大轟炸“ 六·五” 隧道慘案遺址前,向大轟炸死難
者紀念碑敬獻花圈,深深鞠躬。此次,是一瀨敬一郎第26次來重慶。

“ 受害者痛苦的表情讓我一生難忘”

“ 與重慶的緣分源自2001年。” 一瀨敬一郎說,當時,他來到重慶文史館查看、收集有關日本731細菌戰的有
關資料,“ 當時文史館館長向我講起了重慶大轟炸,還問我能不能為這些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向日本政府提起訴
訟,我答應忙完手中的事情就來。”

2004年,一瀨敬一郎如約而至。“ 那是一生都難以忘記的經歷。” 一瀨敬一郎說,在與許多大轟炸受害者的
接觸中,他了解到許多駭人聽聞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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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在重慶大轟炸“ 六·五” 隧道慘案遺址前拍照。 記者 熊明 攝

“ 恐嚇信嚇不倒我”

2006年開始,重慶大轟炸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民間索賠,要求日本政府為侵華日軍當年犯下的滔天罪行道歉,並向受害者及其家屬進
行賠償。一瀨敬一郎和其他幾位日本律師為這些受害者提供了無償的幫助。

自己出錢、出力幫中國人打官司的做法讓一些日本人很不理解。對此,一瀨敬一郎說,“ 歷史的真相不能抹去,世界也不應該再有戰
爭。”

一瀨敬一郎還告訴記者,他的手機和電子郵箱經常會收到各類恐嚇信,但他一點也不害怕。他說,此次來渝,要進一步收集証據和資料,今
年10月,重慶大轟炸受害者索賠案將再次在東京地方法院開庭審理。

(來源:華龍網—重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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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律师来渝向死难者敬献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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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等一行4人,来到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遗址,向大轰炸死难者敬献花圈,并深深

躬。

1日本律师来渝向死难者敬献花圈--24小时滚动回顾-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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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在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遗址前拍照。 记者 熊明 摄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你们放心,我们会尽全力让更多的日本人民了解真相。”6月25日,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诉

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等4名日本友人,来到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遗址前,向大轰炸死难者纪念碑敬献花圈,深深

躬。此次,是一濑敬一郎第26次来重庆。

“受害者痛苦的表情让我一生难忘”

“与重庆的缘分源自2001年。”一濑敬一郎说,当时,他来到重庆文史馆查看、收集有关日本731细菌战的有关资料,“

文史馆馆长向我讲起了重庆大轰炸,还问我能不能为这些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我答应忙完手中的事情

来。”

2004年,一濑敬一郎如约而至。“那是一生都难以忘记的经历。”一濑敬一郎说,在与许多大轰炸受害者的接触中,他了

许多骇人听闻的真相。

“许多受害者已是花甲之年,回忆起过去那段刻骨铭心的伤害,他们悲愤不已,一些老人甚至掩面痛哭。我决心要尽自己

努力帮助他们。”一濑敬一郎说。

“恐吓信吓不倒我”

2006年开始,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民间索赔,要求日本政府为侵华日军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道歉,并向受

及其家属进行赔偿。一濑敬一郎和其他几位日本律师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了无偿的帮助。

自己出钱、出力帮中国人打官司的做法让一些日本人很不理解。对此,一濑敬一郎说,“历史的真相不能抹去,世界也不

再有战争。”

一濑敬一郎还告诉记者,他的手机和电子邮箱经常会收到各类恐吓信,但他一点也不害怕。他说,此次来渝,要进一步收

据和资料,今年10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索赔案将再次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来源: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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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轰炸”对日诉讼案明年在日判决(图)

万人团房报名有奖 资讯频道

一濑敬一郎(左)和田代博之

昨日，一直为“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再次来到四川成

都，参加“成都大轰炸”对日民间诉讼索赔团工作说明会，通报案件新进展。和他同行的还

有 “重庆大轰炸”诉讼辩护团团长、律师田代博之，以及日本社会活动家加藤宣子。

目前 “成都大轰炸”中成都39名原告陈述材料均已提交给日本法院。一濑敬一郎明确

表示：“如果在2014年的一审判决中败诉，我们当然要上诉。”

原告陈述材料已提交给日本法院

在“成都大轰炸”诉讼团工作说明会上，一濑敬一郎手持DV机和照相机，为每一位到场

的“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及其亲属照相、录音，“当然是作为证据资料保存！”一旁的翻译

记下每一位的名字，向一濑敬一郎转达他们的疑惑和问题。

我要分享

1“成都大轰炸”对日诉讼案明年在日判决(图)_大成网_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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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濑敬一郎向“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及其亲属通报案件最新进展。“由四川大学教授刘

世龙整理编写的《成都大轰炸鉴定书》已经提交给日本法院。成都39名原告陈述材料均已提

交给日本法院。”

“半年来，日本方和中国方的学者、律师针对‘成都大轰炸’均提交诉讼到日本法

庭。”田代博之补充道。整个“重庆大轰炸”诉讼案（包括“成都轰炸”、“乐山(微博)轰

炸”、“自贡(微博)轰炸”和“松潘(微博)轰炸”）中，“原告188人中，已经完成了124人

的材料收集，其中成都的39人已经准备提交给日本法官。”

接下来要做的，田代博之表示：“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轰炸受害者的伤员情况、损失情况

和专家学者佐证等做进一步资料搜集。”

成都已有4人赴日出庭陈述

按照日本法律，需要“成都大轰炸”原告人数总数的三分之一出庭陈述。“成都大轰

炸”对日民间诉讼索赔团已经有4人赴日参加出庭陈述，分别是达朋芳、廖世华、文仲和吴

及义。

2009年6月，吴及义前往日本参加出庭陈述。代表日本政府的一方，庭上一个多小时一

言不发。“我相信，正义和良知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吴及义继续说道，“诉讼很困难，

但我相信我们能取得胜利。希望日本能够正视历史，处理好、维持好友好关系。”另一位原

告达朋芳也在2012年9月前往过日本，“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再次前往日本出庭，我义不容

辞！”

陈述陈词全部结束后，下一步将进入证人出庭举证阶段。日本方和中国方的学者专家都

会出席，其中也包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世龙。

距离2014年在东京地方裁判所的一审判决越来越近，而律师一濑敬一郎今年已经64岁高

龄，每年还要因为“成都大轰炸”对日民间诉讼索赔团来往奔波。“我打算有生之年一直干

下去，”谈起身体状况，他作了一个大力士的动作让氛围一下子活跃起来，“律师是没有退

休年龄的！” 天府早报(微博)实习记者颜雪

新闻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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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辐生前心愿活到胜诉那一天

成都著名老记者、美食家车辐，也是“成都大轰炸”的受害者之一，更是“成都大轰

炸”对日索赔团39名原告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曾在车辐生前去看望过他。对于 “成都大轰炸”事件，一濑敬一

郎深感抱歉，鞠躬向车辐道歉：“作为日本人，我向您道歉！”车辐回应很巧妙：“我不接

受您个人的道歉，我要活到胜诉那一天，让日本政府向我谢罪。”原计划中，2014年东京地

方裁判所将会判处一审结果，岂料今年1月，车辐因病去世，再也等不到那一天。

据“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的中方代表律师徐斌透露：“车辐去世前曾告

诉女儿车蓉，自己活不到‘成都大轰炸’诉讼结果出来那一天了，一定要女儿代表他本人坚

持诉讼到底。”

车辐的去世会不会对案件造成不良影响？一濑敬一郎表示不会有影响。成都39名原告的

陈述材料均已提交给日本法院，“即使原告去世，也不会对判决造成影响。车辐的亲戚朋友

还可以代他作证。”

成都大轰炸

二战期间，日军曾对成都进行多次轰炸，1938年11月8日至1944年11月，成都所受轰炸

至少21次。其中，尤以1939年6月11日、1940年7月24日和1941年7月27日所受的3次轰炸最为

惨烈。有详细史料记载的有16次空袭，死伤人数近4000人。

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的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受害者，相继发起了对日本政府的索赔活

动。促使“成都大轰炸”对日索赔团成立的是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他多次自费来华，先后

组织731部队细菌战和“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赴日提起民间索赔。他的执着得到了不少

“成都大轰炸”受害者的积极响应，很快39名受害者组成了索赔团，并与“重庆大轰炸”索

赔团建立起了索赔联盟。

3“成都大轰炸”对日诉讼案明年在日判决(图)_大成网_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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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轰炸”对日诉讼案明年在日判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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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案第25次东京法院开庭辩护取证。据了解，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自2004年12月被重庆

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团聘请为日方首席律师后，先后带领律师团数十名律师免费对受害者进行法律援助，近十年

中他自费赴重庆为受害者调查取证达30次。新华社发（钟桂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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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5日，日本律师团团长—濑敬一郎（右二）向同行讲解重庆大轰炸。当日，日本律师团一濑敬一郎等4人从日本飞抵

重庆，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案第25次东京法院开庭辩护取证。据了解，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自2004年12月被重

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团聘请为日方首席律师后，先后带领律师团数十名律师免费对受害者进行法律援助，近十

年中他自费赴重庆为受害者调查取证达30次。新华社发（钟桂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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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律师第30次赴重庆为大轰炸受害者辩护取证

2013年06月26日 06:56:14 | 责任编辑: 翟子赫 | 来源：新华网 关键词  日本 律师团 受害者 轰炸

   6月25日，日本律师团团长一濑敬一郎在较场口重庆大轰炸遗址向遇难者敬献花圈。当日，日本律师团一濑敬一郎等4人

从日本飞抵重庆，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案第25次东京法院开庭辩护取证。据了解，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自2004

年12月被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团聘请为日方首席律师后，先后带领律师团数十名律师免费对受害者进行法律

援助，近十年中他自费赴重庆为受害者调查取证达30次。新华社发（钟桂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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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律师团来乐悼念大轰炸遇难者并搜集相关证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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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新闻网讯（记者 张奕佳）昨（2３）日上午，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等4名日本友人来到

乐山市城区高北门“8·19”大轰炸纪念广场，向“8·19”大轰炸死难者纪念碑敬献花圈，并深深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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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19日这一天，是乐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这天中午，36架日机飞临乐山城上

空，投掷了数百枚炸弹，将一个新兴城市夷为平地，造成至少4000人死难，上万人无家可归。至

今，虽然已过去了74年，但留给乐山人民的伤痛始终无法抹灭。

日本律师团鞠躬悼念遇难者

日本律师团一行4人中的一濑敬一郎和田代博之已经是多次来到乐山。记者了解到，这次日本

律师团来到乐山，在悼念大轰炸遇难者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搜集乐山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件

的材料、证据。

一濑敬一郎说：“乐山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虽然已经持续了7年之久，但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会让我国（日本）人民了解事实的真相。”

（责任编辑：任绍军）

推荐阅读

·成都“黑老大”杀亿万富豪捅民警 被判死刑

·温岚走光照尺度惊人 负责人：臀部内裤全露

·福建女子公交车上晾衣服 网友直呼“奇葩”

·宁静混血儿子曝光 与美国前夫离婚辛酸内幕

·巡考老师提醒儿子规范书写 遭家长举报作弊

·谋“突变”跨越 全市园区规划评议会举行

·岷江二桥封闭施工 过江公交“打拥堂”

·当心！成乐高速路上有人装可怜骗钱

·创建4A级景区 沙湾郭沫若故居迎“国检”

·沙湾一住户出门忘关电 腊肉煮成“焦锅巴”

2日本律师团来乐悼念大轰炸遇难者并搜集相关证据[图]——乐山新闻网

2013/06/28http://www.leshan.cn/GB/29/10976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