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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2)(.)9)'(922̂7
89: c̀> @<=>
2d 6e)2)@ f̂7E`
d<>5g=3ABCDh
!xyijklmnopr
stuvwqrstR*
#+q- _̀qsu88).
)8)&@'(28'2-ABCD
!z{|vwOPQfRB
v-w88)8''.9(ABCD
!}~$xyz{|}rs
tuvwt~'v-88).
&.).112@@.+ABCD

%&'()'*+
01234`:5*5+,((V":(67
01280!(5,(((V9:+"((6
01;m<=O"5:(((V/((6>?
01@A!B-5*C,5.(((V+.((67

Z$%&V'aiahivxyyffo(

1D#EFO<G:(5!6V,(((6
1D#E"5+:((V-*(67oHI
1DRE+(J*5-(((V+:,(67
1DKLMNO+(5:(5:6V:WP
=QHIGR+!5++(((V9:+/((6
STFOUVT!B!(5-(((V::((6
WQXY2:B!(5+,(((V9:WP

Z$&)V'aiahivxaagg*+

WQ2Z[\]!C,5+.((V,,(6
WQ2T^_(`aK!:5bWP
WQXY2 *5 "*((V +:,(6
Dc<@"5!,((V)d:++.(6
eA2Rf<G,5"(((V9:WP
eAGR!B,5/5!(((V-,(67
g0ThFO .5 !,((V .,(6
Z$,-V'aiwigwghfafo.

i^FO2/5-(((V!:((6>?
i^#G!B+C,5+*((V::(67
ij^FO2,5:(((V++((6
i^klA<G"5"(((V*:(6
=m#G:B+C,5,((V9:!,(67
=mGR!B,J+(5:(((V++,(67
n.E+oO,5,(((V+,((6
Z$/0V'afi1vgxyifyo2

pqFOGR:5!(((V".(6>?
=Q+r]:5J-5:(((V-*(67
sA+r]:5,((V"*(6>?
PtuJPv,5+!5+C!6V.,(67
wxPyJmz,5+(5"(((V/*(67
wx{=!B!(5+((((V:(((67

Z$FGV'aggigxyvvxao3
456789':;agagUV<

!!"#$%& c!"#$%& '.&
$%Y( )(*)!+(, -".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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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开奖公告
大乐透第17077期：01 03 04 25 31 06 09
6+1第17077期：5 8 9 2 1 2 5
20选5第17180期：07 08 10 11 13
排列5第17180期：5 8 6 0 7

（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去年初，李本侹在网上看到一名广西网友在拍卖一
批老照片，共42张，这些两寸照为主的黑白照片是日本
人上个世纪40年代在中国拍摄的，可分为三类：工作
照，内容包括救护训练、行军、站岗等；生活照，内容包括
在标志性建筑前的留影、团队合影、参拜表忠塔、卫生学
校同学合影等；风景照，内容包括江中的船、表忠塔等。

由于一般人不明白这些照片的史料价值，所以这组
照片在网上挂了很久一直无人问津。而对老照片颇有
研究的李本侹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招宝山威远城，他
觉得这批照片可能与宁波有关，于是买了下来。

广西网友为这些老照片找到识货的人而高兴，他透
露说这些照片是他从日本买来的，应该有历史价值。

昨日，“迹象——陈子胄的绘画艺术”在宁波
美术馆开展，共展出陈子胄70余件油画、国画作
品，都是其近年来创作的。陈子胄1970年出生
于温州，中国美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供职于浙
江省美术馆，其画作曾多次获国家级奖项。本次
展览将持续至7月23日。

记者 陈晓旻/文 周建平/摄

宁波文史爱好者网上买到
日本军医私人照片

又添侵华日军
在镇海的罪证

陈子胄绘画艺术展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荼毒宁波的日寇是什么番号的部队？
很多研究资料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语焉不详。昨天，宁
波文史爱好者李本侹向记者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他收集
到的一名侵华日军军医拍于上海和宁波镇海的老照片。
研究这些照片可知，当年侵略宁波的日本部队中有一支是
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在镇海校场路曾有他们的据点。

网上买到42张侵华日军老照片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李本侹确认了如下信息：照片
的拍摄时间为1941年至1945年期间，照片主人的身份
是日本侵略军军医。该军医曾经在上海和宁波镇海两
地长期居留。他曾在日本海军服役，隶属于海军特别陆
战队。这些照片中有7张被确认为拍摄于宁波镇海，另
有11张照片的拍摄地疑似为镇海；有两张被确认拍摄
于上海，还有22张疑似拍于上海。

李本侹介绍说，其中有4张照片与宁波有关且信息
含量很大，第一张是挂有“×军特别陆战队宁波派遣队”

牌子的建筑物门口的个人留影（这幢建筑物还有待考
证），第二张是持枪日军在镇海招宝山威远城城楼上的合
影，第三张是镇海大校场边上侵华日军据点的照片，最后
一张是日军在行军中的照片，背景中有海防城墙。

另有一张照片拍摄于上海日本海军司令部内部，照
片中的建筑物上有瞭望台和日本海军军旗，李本侹通过
比对当年上海日本海军司令部的其它老照片，综合分析
后认为，当年在宁波的日本侵略部队中，有一支隶属于
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

历时一年多解读照片中的信息

李本侹说，这些照片有三大价值：首先，照片中有日
本军人持枪站在招宝山威远城、文笔塔等标志性古建筑
前，是日军侵占镇海期间的重要证据；其次，照片中出现
了侵略者的番号；第三，照片首次佐证了史料中提及的
在镇海大校场附近有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据点这一事实。

宁波地方文史爱好者“水银”说：“抗战时期，如果不

算1940年的镇海短期沦陷（1940.7.17—1940.7.22），宁
波城区的沦陷期为1941.4.20—1945.9.15，持续时间约
四年五个月。整个沦陷期内，荼毒宁波的日寇是哪支部
队？这个问题一直都不太清楚。李本侹的这批老照片
可以确定是拍摄于宁波城区沦陷时期的镇海，它们的历
史价值不言而喻。”

宁波的地方文史爱好者有一个QQ群：“N维宁波”
QQ群。李本侹和“水银”都是这个群的成员。“水银”介
绍说，解读老照片上的历史密码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同
时也能为研究本地历史文化做贡献，解读过程中需要一
定的专业能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宁波的老照片主要集
中在1860年至1910年间，这些照片题材广泛。1840年
到1949年间的宁波老照片约有1000张，目前已经解读出

了其中的80%。李本侹说，确定一张老照片的拍摄地点、
人物信息等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7月23日下午，“N维宁波”QQ群里的7位群成员
将在宁波市图书馆多功能厅进行一次对社会公开的老
照片研讨会，与公众分享他们近期研究老照片的一些成
果，李本侹也将在这次研讨会上解读日本军医的这批私
人照片。 记者 陈爱红 文/摄

这批照片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将在市图书馆研讨老照片

▲李本侹在小范围研讨会上公布持枪日军个人照，照片背景中有日军番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