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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上千珍品文物 全景展示光輝歷程

抗美援朝主題展重溫偉大勝利
「銘記偉大勝利 捍衛和平正義─紀念中國人民
志 願 軍 抗 美 援 朝 出 國 作 戰 70 周 年 主 題 展 覽 」 25 日 起 在 中
國 人 民 革 命 軍 事 博 物 館 向 公 眾 開 放 。 已 於 19 日 開 幕 的 是
次展覽，通過上千件文物、圖片、視頻、實景再現等形
式，全景式回顧展示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光輝歷程。
大 公報 今 日呈 現部 分 展品 和 圖片 ，讓 讀者 先 睹為 快 。
大公報記者

馬靜、楊帆北京報道

本次展覽以 「銘記偉大勝利捍
衛和平正義」 為題，共分7個部分
：序廳、 「正義擔當 決策出兵」
「運動殲敵 穩定戰線」 「以打促
談 越戰越強」 「實現停戰 勝利
歸國」 「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偉大
意義和歷史貢獻」 、結束語。

824件文物首次亮相

掃描紀念郵票
中國郵政定於2020年10月25
日發行《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
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郵票一套1
枚。郵票圖案名稱為：中國人民志
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郵
票面值為1.20元人民幣，計劃發行

老兵：感覺回到了戰場
另據新華社報道，幾天前，博
物館迎來一批八九十歲的抗美援朝
老兵。 「看了這個展覽，我感覺又
回到了戰場。」 92歲的呂長浩老人
看到志願軍繳獲的美製中型坦克活
動地區分判圖時分外激動，時任炮
兵第二師3團指揮排長的他常常需
要借助地圖指揮打炮， 「太熟悉了
，這個展覽非常真實，年輕人都應
該來看看，不忘歷史，緬懷英烈，
奮發圖強。」
坦克兵劉健老人在參觀過程中
「幾次看不下去」 ，參加過朝鮮黃
海北道漣川郡老禿山戰鬥的他感慨
萬千。 「我不敢回憶啊，犧牲太多
了。」 劉健說， 「我們那時候武器
裝備不如人，步兵有一支舊槍就不
錯了，但就是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
，我們英勇頑強、捨生忘死，打出
了國威、打出了軍威、打出了大國
地位，憑藉的是什麼？就是我們的
毅力、決心和必勝的信念！」

AR看講解
數量為1050萬套。
郵票圖案以保家衛國的志願軍
戰士形象為主體，結合70、和平鴿
和橄欖枝的組合設計，寓意銘記歷
史、保家衛國、維護和平；背景畫
面表現了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
江奔赴前線和英勇作戰的場景。
為豐富展現郵票內容，中國郵
政將通過 「中國集郵郵票百科」 微
信小程序發布數字化內容，使用
AR（實境虛擬）功能掃描郵票圖
案，觀看郵票內容講解視頻。
鳳凰網

敢於鬥爭 善於鬥爭 知難而進 堅韌向前
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是對全黨全國
人民的精神動員和強大激勵。
新的長征路上，我們一方
面要與任何敢於挑戰中國的
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妄
圖遏制中國發展的敵對勢力
進行堅決鬥爭，予以迎頭痛
擊。另一方面，要堅持獨立
自主，自力更生，以壓倒一
切困難而不為困難所壓倒的
決心和勇氣，雄赳赳，氣昂昂
，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奮勇
進軍。
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打
出了國威軍威、打出了民族
尊嚴。西方列強動輒欺負中
國人民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
。站在 「兩個一百年」 奮鬥
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我
們要以發展的眼光、寬廣
的視野、十足的韌性，
勇擔新的歷史使命，做
好自己的事，創造讓
世界驚嘆的更大奇
跡！

空軍列陣出征
展覽展出1951年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大規模參戰的
珍貴歷史圖片
大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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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援助前線
當時國內群眾積極援助抗美援朝前線，展覽展
出毛澤東語錄： 「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
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大公報攝

簽訂停戰協議
展覽展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
德懷在停戰協定上簽字的照片
大公報攝

作戰武器裝備
展覽現場展出當年抗美援朝戰場上中國人民志願軍
使用的武器裝備
大公報攝

展品
故事

常香玉義演籌款
捐志願軍米格機

在戰爭面前，一個普通人可
以為國家做什麼，已故豫劇大師
常香玉的答案是捐獻一架米
格-15噴氣式戰鬥機。
展覽上，一張大幅的 「香玉
劇社」 號飛機照片格外引人注目
。這張照片右下方的一份《香玉
劇社半年來捐獻演出工作總結》
，則是對常香玉和香玉劇社為志
願軍義演捐獻飛機的真實記錄。
今年81歲的韓玉生是常香
玉的弟子。1951年，他12歲，
一天廣播上播發了一條來自朝鮮
前線的消息：中國人民志願軍某
高地遭受百餘架敵機狂轟濫炸，
傷亡慘重。 「聽到這個消息後，
老師一夜沒睡，她說志願軍在朝
鮮打得太艱苦了，國家有難，她
應該做點什麼。」 韓玉生說，常
香玉老師想來想去，迸出這
樣一個念頭：義演，給出

國作戰的志願軍捐飛機。
當時，一架飛機需要十幾億
元（舊幣，下同），對整個劇社
來說都是一個天文數字。 「出發
前的動員會上，劇社裏有一個老
師傅說，香玉啊，這也太難了。
」 韓玉生說， 「當時常老師非常
堅定，半年不行就一年，一年不
行就兩年，不信完不成，說一定
要把這架飛機完整地送給抗美援
朝前線。」
半年時間裏，常香玉帶領劇
社輾轉開封、鄭州、新鄉、武漢
、廣州、長沙……走遍了大半個
中國，不停趕場唱戲，義演捐款
金額達到15.2億餘元。1952年2
月，香玉劇社圓滿完成捐獻飛機
的義演。如今， 「香玉劇社」 號
飛機安靜地陳列在中國航空博物
館，成為那段凡人壯歌的永遠
見證。
新華社
抗
▼美援朝戰爭中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三位烈士光榮犧牲，本次展覽展出英雄模範
雕像，紀念犧牲的英雄先烈
大公報攝

在紀
念中國人
央視快評
民志願軍
抗美援朝
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
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 「前進
道路不會一帆風順。我們要銘記抗
美援朝戰爭的艱辛歷程和偉大勝利
，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知難而進
、堅韌向前，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戰爭，交
戰雙方實力極其懸殊。但物質力量
從來不是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
中國軍隊硬是以 「鋼少氣多」 力克
「鋼多氣少」 ，打出了血性鐵骨，
用活了戰爭智慧。為當代中國積累
了豐厚的精神遺產、鬥爭經驗，創
造了長期和平發展的紅利。
1950年，新中國工農業總產
值僅為美國1/28，鋼產量不到美國
1/114。如今中國鋼產量早已躍居
世界首位，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
。 「鋼」 更多了， 「氣」 要更足，
革命戰爭年代的那麼一股勁、那麼
一股氣、那麼一種精氣神不能丟。

▲10月24日，北京高校師生來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參觀 「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主題展覽」
中新社
豫
▼劇大師常香玉生前參觀 香玉
劇社 號戰鬥機
網絡圖片

據介紹，是次展覽共展出照片
540張、展品及文物1900餘件、藝
術品15件、圖表製字84幅。其中
824件文物係首次展出，如伍先華
的一級國旗勳章、金星獎章、勳章
證書，韓德彩的立功材料和戰鬥經
過圖，上甘嶺戰役中被炸斷50多處
的電話線。展出的珍貴文物和文獻
資料包括，彭德懷在抗美援朝時期
使用的望遠鏡，志願軍二級英雄鄭
起的軍號，俘虜63名敵軍的劉光子
使用的衝鋒槍等。
除珍貴文物，此次展覽還通過
豐富的實景設計，還原了決策出兵
、鏖戰長津湖、血戰上甘嶺等重點
場景，讓觀眾如臨其境。同時結合
具體戰役戰鬥或重大事件，生動講

述了黃繼光、邱少雲、楊根思等一
大批英雄模範的光輝事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