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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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揚抗美援朝精神 堅定必勝信念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
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昨日前往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參
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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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70 年
前，為了保衛和平、反抗侵略，中國黨和政府毅然作出抗
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歷史性決策，英雄的中國人民志願軍
高舉正義旗幟，同朝鮮人民和軍隊一道，捨生忘死、浴血
奮戰，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為世界和平和人類
進步事業作出巨大貢獻。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
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參觀展覽。

習近平指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正義的勝利、和平的勝利、
人民的勝利。抗美援朝戰爭鍛造形成的偉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彌

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必將激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克服一切艱難險
阻、戰勝一切強大敵人。要深入學習宣傳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英雄事跡
和革命精神，學好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
激勵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牢記初心
使命，堅定必勝信念，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為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國夢強
軍夢不懈奮鬥，為維護世界和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
貢獻。

全面回顧抗美援朝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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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昨日上午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發表講話並宣布展
覽開幕。王滬寧在講話中表示，抗美援朝戰爭是保衛和平、反抗侵略的
正義之戰。英雄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將士，同朝鮮人民和軍隊一道，捨生
忘死，浴血奮戰，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
當日下午 3 時 5 分，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來到中國人民革命軍
事博物館，步入展廳參觀展覽。展覽緊緊圍繞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和革命
英雄主義精神的主題，以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為主
視角，圍繞戰爭主線，突出戰場較量，精心設計序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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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語等 7 個部分，設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鬥」專題，
通 過 540 餘 張 照 片 、 1,900 餘 件 文 物 ， 以 及 大 量 視 頻 、 實 物 場 景
等，充分展示重大決策過程、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戰役戰鬥、重
要歷史人物，兼顧展示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鬥爭，全面回
顧中國共產黨領導抗美援朝戰爭的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生動反
映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豐富內涵和時代價值，重點展示志願軍將
士的英雄氣概和不畏強敵、制勝強敵的精神優勢，展現全國各族人
民同仇敵愾、萬眾一心的愛國情懷，彰顯中華民族不畏強暴、維護
和平的堅定決心。

歷史文物豐富展陳新穎
志願軍戰歌的珍貴手稿，重現激戰松骨峰場景的油畫，反映鏖戰長津
湖、血戰上甘嶺等的景觀，特級英雄黃繼光犧牲處挖掘出來的爆破筒殘
體，繳獲的武器裝備，展現國內掀起參軍參戰支前熱潮的歷史照片，朝
鮮停戰協定簽字儀式現場使用的文具，朝鮮人民歡送志願軍贈送的禮
品，鐫刻着抗美援朝英烈模範姓名的玻璃幕牆……豐富的歷史文物、翔
實的文獻資料、新穎的展陳手段，吸引了習近平等領導同志的目光，他
們不時駐足仔細觀看，認真聽取講解，並詳細詢問有關情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在京全國
政協副主席以及中央軍委委員等參觀了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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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英雄唐章洪憶上甘嶺戰役：

炮彈像長了眼睛一樣飛入敵群

85 歲唐章洪，是一位參加過抗
美援朝的老兵。70 年前的那場戰
爭在他的額頭和耳朵上留下了傷
痕，也給他留下了一生中最深刻
的記憶。自 1951 年 4 月入朝作戰
起，他先後參戰上百次，榮立特等功一次、一
等功兩次。特別是在著名的上甘嶺戰役中，他
靠着手中的一門82毫米迫擊炮殲敵420餘人，有
效阻滯了敵人的進攻。

$

那場戰役實在太慘烈了
「那場戰役實在太慘烈了，雙方傷亡都很慘
重！」問起上甘嶺，他眼神凝重，語調也變得
沉重起來。
1952 年 10 月上旬，敵人加強了對五聖山前沿
597.9 和 537.7 兩個高地志願軍陣地的空襲和炮
擊。10 月 14 日，天還沒亮，「聯合國軍」開始
集中飛機、大炮對志願軍前沿陣地狂轟濫炸。
「炮彈如雨點般向我方陣地襲來，大地在不
斷顫抖，整個陣地成為一片火海。爆炸聲震耳
欲聾，空氣中硝煙瀰漫，讓人窒息。」唐章洪
回憶道。
由於在之前開展的「冷槍冷炮運動」中連連
立功，唐章洪被安排到了 537.7 高地一個重要炮
位上，為步兵提供炮火支援。
「過了很久，炮火開始向後延伸，這預示着
敵人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已經做好與敵人大幹

一場的準備，一定要殺殺他們囂張的氣焰。」
唐章洪說。
接到命令後，唐章洪立即按射擊預案和之前算
好的射擊諸元對敵人進攻路線進行攔阻射擊。
「那時候到處都被煙塵籠罩着，根本看不到
敵人，200 發炮彈打出去，不知戰果如何。正猶
豫時，步兵一連連長跑過來對我們說：『打得
好呀！你們的炮彈像長了眼睛一樣不斷飛入敵
群，有效阻滯了敵人的進攻。只要還有炮彈，
你們就接着打，不要停。』」唐章洪說到這
裏，眼神頓時有了光彩。

以身體作支架打完炮彈

■唐章洪（左前）正在把寫諸元參數的木牌往
炮位上戳。
網上圖片

由於受傷嚴重，他發射的每一發炮彈上都沾
有他的鮮血。
後面的連續射擊打退了敵人的多次進攻，同
時也惹怒了敵人，敵機開始在他們頭上盤旋。
突然一顆炸彈在他們工事右上方炸響，捲起的
泥土和石塊把唐章洪和炮一起埋在了下面。
被戰友刨出來時，唐章洪滿臉是血，20 分鐘
後才甦醒過來。等到再把炮刨出來時，發現炮
架已被炸壞。
怎麼辦？戰鬥還在繼續……
唐章洪當機立斷，以身體作支架，右手抱着
光光的炮筒，左手裝填炮彈，採用簡便射擊的
方法打完了剩下的炮彈。
由於受傷嚴重，他發射的每一發炮彈上都沾

有他的鮮血。
「比起犧牲的戰友，我這點傷又算得了什
麼。」唐章洪說，「很多戰友犧牲了，被炸得
血肉模糊，有的連完整的屍體都找不到。更讓
人難受的是，戰鬥的殘酷已使我們顧不得掩埋
那些犧牲的戰友了。」
「我是幸運的，而他們再也沒能走下戰
場。」唐章洪說到這裏，有點哽咽。
直到現在，每當有人稱他為戰鬥英雄，他都
會說，自己只不過代表那些犧牲的戰友享受了
這份榮譽。
硝煙已散，精神永存。作為慘烈戰役的倖存
者，唐章洪一直都在堅守上甘嶺精神。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內地整治「象牙塔裏的腐敗」正向縱深推
進。今年以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共
通報了近 30 名高校廳局級官員被查處，其
中高校黨委書記、校長佔比超七成。北京
專家認為，現今內地不少知名高校可謂
「富可敵城」，資源富集，權力集中，
「花錢一支筆、用人一句話、決策一言
堂」所帶來的廉政風險不容忽視。高校書
記校長密集落馬，顯示「象牙塔」反腐取
得成效，也反映出對高校領導幹部、特別

是一把手的監督仍需加強。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刊文指出，從 1
月 8 日，中國傳媒大學原副校長蔡翔被通
報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到 10 月 13 日宣布
北方工業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丁輝被
查，今年共有 17 名高校領導接受紀律審查
和監察調查，11 名高校領導被「雙開」或
開除黨籍（被查時已退休）。其中黨委書
記、校長（院長）佔比超過七成，涉及上
海、廣西、黑龍江、廣東、雲南、吉林、
山東、安徽、內蒙古、北京、四川等 10 餘

個地區。

資源富集權力集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高校官員的落馬
多以職務腐敗導致為主，如中國傳媒大學
原副校長蔡翔「組織公款出國旅遊，用公
款購買購物卡、高檔煙酒，私車公養，收
受大額慰問金」、大興安嶺技師學院原院
長王學勇「侵吞巨額公款」，安徽交通職
業技術學院原院長竇曉光「擅權妄為，違
規干預插手學校工程項目」，安徽中醫藥

青島連8天無本地新發病例 溯源確認病毒屬境外輸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
道）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管理處研究員李
中傑在昨日舉行的青島市疫情防控情況新
聞發布會上表示，截至目前，青島已連續8
天未現本地新發新冠肺炎病例，已超過新
冠肺炎病例常見潛伏期。國家、山東省、
青島市專家組研判，目前疫情處置取得了
階段性成效。
據李中傑介紹，此次疫情發生後，中國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按照國家衞健委要求，第一

時間選派多名流行病學專家參加疫情調查處
置工作。專家組抵達青島後，與山東省和青
島市的疾控、公安部門緊密協作，重點結合
流行病學調查線索、針對新冠病毒全基因組
序列比對分析、人員流動大數據分析等相關
調查結果，從社區傳播、社區輸入到醫療機
構、醫療機構內部播散三個方面開展疫情溯
源和傳播鏈分析工作。同時，中國疾控中心
病毒病預防控制所迅速對青島近期的境外輸
入性病例、青島大港碼頭工人病例和青島市

胸科醫院 12 名新冠肺炎病例的樣本進行全
基因組序列測定和分析。

強化監管發熱門診
經過分析，引發本次聚集性疫情的病毒
來自境外輸入，此次發現的所有病例是同
一傳播鏈，排除與此前國內發生其他地區
本土疫情的相關性，病毒來自境外輸入；
疫情發生在特定場所，均與青島市胸科醫
院有關，波及範圍很局限；病例發現非常

大學原校長王鍵主要在「承接工程項目、
校企合作、醫藥器材經銷、職務晉升等方
面為他人謀利」。
北京專家認為，隨着高校擴招和國家不
斷加大教育投入，現今內地不少知名高校
的年度開支和收入規模堪比發達地區的一
個中等城市，甚至西部不發達省份的財政
規模，資源富集，權力集中，須着力加強
對高校領導特別是一把手行使權力的監
督，在招生、招標、基建、財務、資產等
重點領域加大監督力度。

及時，發現後處置也很迅速，未引發大範
圍社區傳播。
青島市副市長欒新表示，目前在院治療
的 13 個確診病例均病情平穩，有一位重患
已經轉為普通型。青島吸取此次教訓，強
化了對發熱門診、急診、CT 室、口腔等重
點科室的管理和監測，堅決防止院感事件
在青島發生。從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16 日，
全市共派出 47 個監督檢查組、144 名檢查
人員，重點對轄區內設有發熱門診的 73 個
醫療機構進行監督檢查。
另據山東省衞健委消息，10月18日，煙台
市新增1例境外輸入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

外交部：美國在環境領域劣跡斑斑

「象牙塔」反腐加力 近 30 名高校領導被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針對外交部網站昨日發
布《美國損害環境事實清
單》和《美國損害全球環境
治理報告》兩份文件一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日
說，兩份文件旨在用事實還
原美國在環境領域的斑斑劣
跡，戳破美國一些人「賊喊
捉賊」的把戲。
「來而不往非禮也。」趙立
堅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說，美
國個別政客與官員不遺餘力抹
黑中國，近期更是處心積慮地
在環境領域污衊詆毀中國。美
方自身不僅在國內環保政策上
大開「倒車」，也嚴重損害全
球環境治理的公平、效率和成
效。美方在環境領域的劣跡，
遍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
瀕危野生物種、固體廢棄物、
化學品、森林、水污染等諸多
領域。
「今天，外交部網站上公布
了《美國損害環境事實清單》
和《美國損害全球環境治理報
告》兩份文件，旨在用事實還
原美國在環境領域的斑斑劣
跡，戳破美國一些人『賊喊捉
賊』的把戲。事實勝於雄辯，
公道自在人心。」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