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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轰炸的被害者之一，我为了向日本的人民和法官讲述自贡轰炸

的真实情况，为了讨回公道，克服了  困难，来到了日本。也可以

说，我这次是不远万里，跨越重洋，来到日本的。 

真心的希望各位法官，能够倾听我所陈述的日军对四川省自贡市进行

的轰炸中，自贡人民的遭遇，理解被害者的心情。 

 

２ ２ ２ ２ 以破坏自贡盐产业而进行的轰炸以破坏自贡盐产业而进行的轰炸以破坏自贡盐产业而进行的轰炸以破坏自贡盐产业而进行的轰炸    

 

自贡是继成都，绵 之后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工业发 的城市，1939

年由自流井和贡井 个古老的地区合并而成。自贡的名字也是取了这

 个地名的第一个汉字组成的。  

自流井和贡井都是因井盐而来的地名，至今仍留有以这 个名字命名

的市区。 

由名字就可以看出，自贡原本是一个产盐的地方。自贡由于盐商很活

跃，也被人称为盐都。自贡的盐商中富裕的人很多，从清末到中华民

国期间一起相当繁 。 

至今，自贡仍保留着古时候产盐的盐井，自贡的盐业博物馆也是中国

唯一专门的盐类资料的博物 ，为此，每年有几十万人到自贡观光旅

游。 

自贡的制盐方法是先打井，从地下水中提取盐水，方法比较特殊。

这个方法自古就有，在自贡为了产盐，打了许多的盐井，立有很多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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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这样产出的盐被称为井盐，而且品质非常的好。 

 1930 年，中国引进了西方的产盐技术，海盐和矿盐逐渐取代了井盐。

但是，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沿海地区盐的产量 少，自贡的井盐生产

量占了中国国内需求量的 20%以上甚至到 30%，由此自贡井盐便显得尤

为重要。正是因为这样，日军为了破坏自贡这个产盐地重地，在自贡

成立后的 1939 年 10 月 10 日至 1941 年 8月 19 日约 年间，对自贡进

行了 7 次的轰炸。通过研究当时的记录表明，因自贡轰炸而遇难和受

伤的人数超过千人。盐厂，机关，学校以及街道遭到严重破坏。 

 因此，自贡也成为了自重庆，成都后，遭受轰炸最多的城市之一。

也因此，抗日战争期间，自贡也是接受抗日战争援助最多的城市。 

 

３ ３ ３ ３ 钟家的生活钟家的生活钟家的生活钟家的生活    

 

 1940 年 8月，那时我的家人有我父亲钟文享（当时 31岁），母亲 

群淑（当时 27岁），哥哥钟心明（5岁）和我自己（1岁）共四口人。

父亲当时和钟家一大家子人一起做猪贩的买卖。 

钟家是一个30多人组成的大家庭，在当时的自贡也是规模较大的家庭。

当时我们家都住在自贡的中心地区自流井的上桥石 坝。  

钟家人所从事的猪贩的生意是从曾祖父钟国民那时候 始的。在那之

后，3位祖父也继承了家业，继续做猪贩的生意。 

钟家正是因为世世代代做着买猪卖猪的买卖，生意兴隆，所以都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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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生活。 

 外，由于自贡是产盐的名城，我们钟家的旁边也有一个叫同旺井的

产盐厂。 

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日军不仅对战时首都重庆，也对支援重庆的四

川省全境进行了无差别轰炸。日军对盐都自贡进行了疯狂的轰炸。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贡不仅设置了空袭警报，自贡的百姓也会让小孩

去乡下的亲戚家避难，各家也流行搭建防空洞。 

 我们钟家也有母亲把小孩带到乡下亲戚家避难的。而且钟家人，也

在家旁边的小山边，根据以前留下的废弃墓穴，改建了一个简单的避

难小屋，在屋顶上铺了些草木，这样在上空看来就仅仅是一个小山丘。 

 

４ ４ ４ ４ ““““8888、、、、12121212 大轰炸大轰炸大轰炸大轰炸””””和钟家的被害情况和钟家的被害情况和钟家的被害情况和钟家的被害情况        

 

1940 年 8月 12 日（农历 7 月初 9）钟家人都放下了工作，在家祭拜

祖先。中午，还未吃饭，警报突然 起了。警报没 多久，自贡上空

就不断的传来日军轰炸的声音。 

这天留在家的钟家人共有 13 人。大家一听到警报和轰炸声，就急忙

躲进了家旁边的避难小屋。就在 12个钟家人躲进避难小屋后，日军就

 始了疯狂的轰炸。我的小爷爷钟森荣因为在采摘葡萄，没来得及避

难，躲在了家里。就在这时，钟家的房子被炸了，在自己家中避难的

钟森荣被倒 的房子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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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同一时间， 一枚炸弹投在了避难小屋处。这个避难小屋原本

就起不到防空洞的效果，只是为了不让日军的飞机发现而建造的。因

此，被炸弹命中后，聚集在小屋中的钟家 12口人就都被炸死了。而且

12 个人的头，手，脚，身也被炸得到处都是。比如大伯父的头后来就

在厨房的门口附近找到。庭院里的树上以及葡萄架上也挂上了许多尸

体碎片及内脏。 

见到这个悲惨的状况，大家哭得死去活来。 

8 月 12 日的轰炸，导致钟家共计 13 人死亡，这些遇难者与原告的 

系如下。 

原告钟顺义，其祖父钟富兴和祖母钟张氏及祖母的父母（父亲张家公

和母亲张家婆）共 4 人被炸死。 

原告钟泽如的父亲钟文兴，母亲钟张氏及哥钟心贤（14 岁），姐姐钟

玉仙（10岁），弟弟钟云陆（未满周岁）共 5人被炸死。 

原告钟心成的父亲钟文玉被炸死。 

原告钟泽云的祖父钟森 和祖母钟颜氏共 2人被炸死。 

最后就是我的父亲钟文亨，也被炸死。 

 

 在上述遇难者中，除了在自家被倒 的房屋压死的钟森 留了全尸，

其他在避难小屋中遇难的 12人都没能留下全尸，只有散乱的肢体，手

脚，当时的情景惨不忍睹。 

除了上述遇难的 13 名钟家人外，其他人那天都没在家，因此都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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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比如说，原告钟泽云和哥哥钟杰，姐姐钟泽华，就被他们的母

亲带到乡下避难，活了下来。原告钟泽如（当时 7岁）当时在邻居家，

被邻居带到了别的防空洞也幸存了下来。另外奶奶钟吕氏带着伯父钟

文丙和堂姐钟泽良三人因为之前一直在牛楠湾避难而幸存下来。而我

哥哥钟心明因为在外婆家玩被带到了其他的防空洞也得救了，我则跟

着母亲 群淑到牛楠湾去看奶奶，所以也幸存了下来。 

警报解除后，幸存下来的钟家人们立即回到了钟家大院。我的母亲也

非常担心家里的情况，轰炸当天也急着从牛南湾赶回了家中。  

幸存下来的钟家人一起收集了尸体， 爷爷钟森 被单独的葬在了一

个坟墓里。但是那些找不到身，手，脚，炸烂的尸骨根本无法辩认谁

是谁的， 不上一个全尸的，无法只好找来簸箕和晒粮食用的簸箕，

将碎烂的尸骨，肠子，肚归拢装到其中，再分装到若干个瓦罐中。炸

后数天又陆续发现手，脚，及肠，肚。 

但是下葬结束后，仍然陆续发现尸体的碎片。如煮饭时，就有血水往

下滴，后用棒子捅，一条大腿脚就掉了下来，但是也不清楚是谁的大

腿，就又把他埋在墓旁等。  

这悲惨的血的历史，亲人们想起就落泪，这 血债我们要讨还。 

 

５ ５ ５ ５ 因轰炸导致家破人亡因轰炸导致家破人亡因轰炸导致家破人亡因轰炸导致家破人亡    

 

 钟家在经历了 1940 年 8 月 12 日日军对自贡的轰炸后，钟家近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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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13人遇难身亡。钟家大院也被炸了，房屋倒的倒， 的 。 

而且炸死的都是钟家的顶梁柱，失去了劳动力的钟家的收入也没有

了。就这样，钟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轰炸后，只能靠幸存的最小的五叔，一切从头起，一家人住要解决，

吃要维持，靠高利贷维持生意，可生意也做不起，钟家面临破产，勉

强维持一段时间后，仍然没有办法，只好将仅剩的一点家产分家，各

寻生存之路。 

住的方面，最初，住在被炸后还能勉强生活的房子里，渐渐的对原

来的房子进行修 ，我家也是修补了被炸后的房子，才勉强住下来的。 

 

６ ６ ６ ６ 轰炸后哥哥的死和母亲的再婚轰炸后哥哥的死和母亲的再婚轰炸后哥哥的死和母亲的再婚轰炸后哥哥的死和母亲的再婚    

 

 轰炸使我失去父亲，听说父亲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吹得一手

好萧的乐观人，可怜父亲才 31 岁就丧身扔下了可怜的我们。 

家被炸时，母亲 27岁，看到被炸的惨状，哭得死去活来，丈夫没了，

生活依靠没了，失去活下去的信心，想到幸存的哥哥，才有了活下去

的勇气，一功希望全寄托哥哥身上，可 难又一次降临，父亲去世的

第二年，哥哥得一场暴病，因无钱，医治不及时死了。 

母亲再度陷入了绝望，但是为了抚养我，母亲给别人做鞋，做衣服，

可是收入也无法维持娘俩生活。  

我 5岁时，母亲逼得无法，才走上了改嫁之路。我的继父不接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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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是经济也不算好，二是继父不愿为我施助任

何帮助，他性格暴躁，听邻居讲，母亲为我作鞋，他发现后竟抢去放

到灶火中烧了。 

我恨我的继父，渐渐地对母亲的感情也越来越冷漠了。我不愿意和

继父，母亲一起住，就住在了母亲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家。 

 

７ ７ ７ ７ 寄住舅舅家的生活和就学情况寄住舅舅家的生活和就学情况寄住舅舅家的生活和就学情况寄住舅舅家的生活和就学情况    

 

舅舅刘绍文的家，就在自贡市内离我们钟家大院非常近。舅舅非常

照顾我，我在自贡一起从小学念到了高中。 

舅舅和外婆一起住，由于舅舅没有固定的工作，靠帮人干点杂事出

苦力，挣点钱，也难维持生活，吃了上顿愁下顿，吃救济粮。 

可舅舅总照顾我，他未吃饱总说他吃饱了，总怕我饿着。我放学回

家就跟随外婆种家后的一块地，开荒，割草，挖野菜当饭吃，也学会

了分辨哪些野菜能吃，哪些不能吃。 

因为自贡盐水可以卖钱，也可以烧成盐，所以我也常会独自去舀盐

水。一次舀盐水差点被蛇咬伤。 

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舅舅病逝了。从此，我便失去了住的地

方。 

虽谅解了母亲也不去他家，也怕影响到他的生活。放假了就继续留

校，勤工俭学，农场劳动，整理图书等等。一为挣开学学费，二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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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假期吃住问题。放假了我也曾流泪，目睹同学们高兴回家，想我

为什么会这么命苦，竟没有一个容身之地家。外婆，舅舅虽穷，可还

是一个家啊！想这都是大轰炸带来的苦。 

我 6 岁的时候，抗日战争结束，10 岁时解放了，是党，国家设立了

助学金使我这穷孩子也能读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享受助学金，

我感激也很珍惜。勤奋，努力，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我的命运，改

变我的人生，才能摆脱穷。 

 

８ ８ ８ ８ 大学升学大学升学大学升学大学升学，，，，就业就业就业就业，，，，结婚及母亲共同生活结婚及母亲共同生活结婚及母亲共同生活结婚及母亲共同生活    

 

1958 年进入了兰州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在学习了 5 年后，1963 年 7

月毕业，被分配到国家机关的化学相关部门就职，1994 年退休。 

继父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逝，我的母亲带着再婚后，也就是我

中学 1 年级时出生的妹妹一起艰难度日。母亲为了生存无事不作，当

包装工，作各种苦力活，年幼妹妹同母亲一块背煤，背砖，打猪草，

卖凉糕等等，有时候居委会也救济。 

而我也在大学毕业前结了婚，并在 1965 年，26 岁时生了大女儿，1975

年 36 岁时生了小女儿。自从我毕业参加工作后，就开始赡养母亲，抚

养妹妹，才使她们摆脱困境。工作单位落在四川省峨嵋山后，从自贡

接出母亲妹妹随我一起生活。 

在那之后，妹妹结婚后，母亲就随妹妹一起住了。直到我 50 多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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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生活后，才又把我母亲叫到成都一起生活。 

母亲这些年来总忘不了轰炸的惨景给她带来的苦难生活，每逢同亲

人见面就叙旧，哭得泪流满面。每逢看到电视演抗战，打仗的情景，

就会想起自贡轰炸中亲人被炸死的惨景，伤心落泪。 

母亲去逝时 96 岁。在母亲去逝后前几年，母亲得知钟泽云为遭轰炸

起诉，要求日本索赔，高兴得几天末睡好觉，讲“轰炸害得我们好苦

啊，总算盼到了这一天”。 

作为轰炸中失去了丈夫的被害者，也就是我的母亲，本应该作为这

次诉讼的原告。我想母亲应该也想要成为原告来法庭进行陈述。而今

天则由我作为原告，来陈述我母亲所遭遇的不幸。希望法官们能从我

的陈述中，深切地体会到我母亲的心情。 

 

９ ９ ９ ９ 钟家一族的希望以及最后对法官的请求钟家一族的希望以及最后对法官的请求钟家一族的希望以及最后对法官的请求钟家一族的希望以及最后对法官的请求    

 

1940 年 8 月 12 日自贡轰炸中钟家 13 人被炸死，家破人亡。钟家的

后人，多数都未能摆脱轰炸给他们带来的困境，因无钱读书，文化低，

没本事富起来，还是一个穷，现还有三家吃“低保”。 

比如说，原告钟心成，钟泽如现在也过着收入甚少，艰苦的生活。 

特别是原告钟泽如，她的情况尤为悲惨。轰炸时，她才 7 周岁，看

到亲人和兄弟三人惨死的情景时，精神受到惊吓，不停地尖叫，精神

状态十分不安定。再加上后来受到了叔母的虐待，打，骂，吃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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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被关起来，种种的原因导致了她精神失常。这也是日军自贡轰炸所

导致的悲剧。 

2010 年 8 月 12 日，自贡 8.12 大轰炸 70 周年时，钟家人聚在一起，

对死去的亲人进行了追悼。 

这些残酷的事实都是日军侵略中国，并进行无差别轰炸所犯下的重

罪。日本政府应该尽早对重庆大轰炸的被害者负起责任，真诚地道歉，

并进行赔偿。 

我们这些重庆大轰炸的被害者们，都衷心地希望和平。不论什么样

的理由，都不应该再发生那样的战争。 

最后，我希望两国和平，不再发生战争，两国人民都能永远过上幸

福的生活。 

最后，我代表自贡大轰炸中受到巨大灾害的钟家一族，恳请法官，

认可被害者的诉讼请求，作出公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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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家家谱图钟家家谱图钟家家谱图钟家家谱图

（ 表示 1940 年 8 月 12 日在日军轰炸中遇难死者）

王家婆(女) 钟顺民(女)

钟张氏 (女)

张家公 钟金华 钟顺义【原告】

钟德发 钟富兴

钟泽良(女)

钟文兴 钟心贤

钟玉仙 (女)

钟张氏(女) 钟泽如【原告】(女)

钟云陆

钟心开

钟文玉 钟心平

钟呂氏(女)

钟心成【原告】

钟文亮

钟国民 钟德申 刘群淑(女)

钟心明

钟国华【原告】(女)

钟文亨

钟文丙

朱淑卿(女)

钟杰

钟朱氏(女)

钟泽华(女)

钟颜氏(女)

钟泽云【原告】(女)

钟文高

钟万禄

钟森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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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１９３８年当时，自贡制盐工厂

的井架

右图

１９３８年制盐工厂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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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华（妹） 钟晓燕（原告长女）原告钟国华 刘群淑（母）

【摄于 1967年左右】

张达明（原告丈夫） 刘群淑（母） 原告钟国华

钟晓燕（原告长女）

【摄于 19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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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淑（母）

原告钟国华 张亚丽（原告小女） 钟晓燕（原告长女） 原告妹

【摄于 1970年代峨眉山】

妹夫 妹 刘群淑（母） 原告钟国华

【摄于 1984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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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淑（母）

【摄于 1984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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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达（原告丈夫）

原告钟国华 张亚丽（小女）刘群淑（母）钟晓燕（长女）

【摄于 1980年下半年】

原告钟国华 刘群淑（母）

【摄于 1990年代，母亲刘群淑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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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钟国华 刘群淑（母）

【摄于 2003年母亲刘群淑 90岁生日】

刘群淑（母）和原告钟国华

【摄于 2003年

母亲刘群淑 90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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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淑（母）和原告钟国华

【摄于 2005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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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大轰炸罹难者七十周年祭

【摄于 2010年 8月 12日被炸钟家处】

纪念 8.12大轰炸罹难者的钟家后人

【摄于 2010年 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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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 8.12大轰炸罹难者的钟泽如（原告）和钟心成（原告）

【摄于 2010年 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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