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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中央軍委

向健在志願軍老戰士頒紀念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大會將於 23 日上午 10 時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為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向參加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的、
健在的志願軍老戰士老同志等頒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紀念章。

紀念章介紹

紀念章使用紫銅胎鍍金、銀材質，通徑
為 50 毫米。紀念章核心部分為志願軍

向老戰士老同志烈士家屬致慰問信
在隆重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
國作戰 70 周年之際，退役軍人事務部、中
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向抗美援朝出國作戰志
願軍老戰士、老同志、烈士家屬和擁軍支
前模範致慰問信，致以親切的問候和崇高
的敬意。
慰問信說，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維護
了亞洲和世界和平，鞏固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權，打破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
話，打出了國威軍威，極大增強了民族自信心
和自豪感，廣大志願軍將士捨生忘死、浴血奮
戰，為國內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贏得了相對穩
定的和平環境。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參謁位於平安南道檜倉郡的中
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
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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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全社會崇尚英雄繼承先烈遺志
慰問信說，70 年來，黨和國家始終沒有忘
記志願軍將士，以及所有為這場戰爭的勝利
作出貢獻的人們，千方百計做好抗美援朝出
國作戰老戰士、老同志、烈士家屬、擁軍支
前模範等對象的榮譽褒揚與優待撫恤工作。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英烈褒揚
紀念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軍地有關
部門認真貫徹落實，加快推進政策制度體系
建設，不斷提升服務保障水平，積極引導社
會各方面參與，全社會崇尚英雄的氛圍日益
濃厚，讓廣大抗美援朝出國作戰老戰士、老
同志、烈士家屬、擁軍支前模範等對象真切
感受到黨和國家的關懷、社會的尊崇、人民
的敬愛。
慰問信強調，站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
標的歷史交匯點上，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導，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
中、四中全會精神，繼承先烈遺志，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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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鬥。

——習近平主席給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全體同志回信引起強烈反響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
中國人民志願軍發揚偉大
愛國主義精神和革命英雄
主義精神，勇往直前，浴
血奮戰，為保家衛國作出
了重要貢獻。志願軍將士及英雄模範們的
功績，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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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給四川省革命傷
殘軍人休養院全體同志回信，向他們致以
誠摯的問候。習主席的回信，高度肯定了
志願軍將士的歷史功績，充分讚揚了他們
身上體現的英雄精神，在社會各界引起強
烈反響。

$

傷殘軍人：為國家貢獻餘熱
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始建於 1951
年，先後集中供養了 2,800 多名傷殘軍人，
其中參加抗美援朝戰爭的約 2,200 人。60 多
年來，該院傷殘軍人克服常人難以想像的
困難，力所能及為祖國建設作貢獻，義務
做傳統教育報告近萬場，受眾 300 餘萬人

次，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反響。
正在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休養的一
級傷殘軍人涂伯毅曾任志願軍42軍126師政
治部工作隊副排長，1951 年 2 月在抗美援朝
戰爭中燒傷致殘。他說：「我一定嚴格要求
自己，利用晚年的餘熱，為我們的祖國、我
們的民族多做一些事情，使我們的國家發展
得更好，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曾任志願軍後勤二分部政治部助理員的
趙文華老人，是在回國的車廂上才得知，
和他一起從東北軍政大學入朝作戰的 26 名
戰友，最終只有兩個人回國。
「他們都還那麼年輕，風華正茂，但為
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他們奮不顧身、捨
生忘死，這種精神難道不值得學習嗎？」
趙文華說，全社會尤其是青年一代更應該
不忘初心、奮鬥不止。
今年 96 歲的志願軍老戰士孫景坤，目前
正在遼寧省丹東市光榮院休養。他是一位 3
次奔赴朝鮮戰場，九死一生，榮立一等戰
功，榮獲朝鮮一級戰士榮譽勳章的戰鬥英
雄，在載譽回國後的幾十年裏深藏功名，
放棄了可以留在城市的機會，回鄉帶領村

民改變貧困面貌。

社會尊崇軍人氛圍越來越好
「習主席高度肯定了志願軍將士的歷史
功績。」孫景坤說，「現在全社會褒揚英
烈、尊崇軍人的氛圍越來越好。希望年輕
一代能學習英雄精神，在各個崗位上都頑
強奮鬥、爭做先鋒。」
冀中某駐訓場，第82集團軍「鐵軍旅」正
如火如荼展開高強度實彈射擊訓練。21 日
晚，他們結合夜訓內容，組織官兵深入學習
領會習主席重要回信精神。鐵軍旅「飛奪瀘
定橋連」政治指導員宋超凡表示，全連官兵
將把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先輩們「要橋不
要命」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一代代傳下去，
以英雄傳人的強勁勢頭，努力提升軍事素
質，練就過硬打贏本領。
中華民族是英雄輩出的民族，新時代是
成就英雄的時代。社會各界人士表示，要
深入學習宣傳志願軍的英雄事跡和革命精
神，傳承弘揚他們身上所展現的非凡品格
和偉大精神，在新征程上創造不凡業績。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客戶端引述朝中
社 10 月 22 日消息，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參謁位於平安南道檜倉郡的中國人民志願
軍烈士陵園，向烈士表示崇高敬意，紀念
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 70 周年。朝鮮勞
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崔龍海、李炳哲、金
德訓，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成員朴正
天、金才龍、李日煥、金衡俊等黨政軍幹
部參加活動。
報道中說，金正恩同黨政軍幹部一起來到
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塔前，中朝兩國國歌莊
嚴奏響。伴隨《獻花曲》響起，以朝鮮
黨、國家和武裝力量最高領導人名義的花籃
和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朝鮮勞動黨中央
軍事委員會、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務
委員會、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
會議常任委員會、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內閣、朝鮮人民軍名義的花籃分別敬獻在中
國人民志願軍烈士塔前。花籃緞帶上寫
「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永垂不朽」字樣。

向毛岸英烈士墓敬獻花籃

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隨
後，金正恩參謁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
的毛岸英同志之墓。以金正恩名義的花籃敬
獻在毛岸英同志之墓前。花籃緞帶上寫
「獻給毛岸英烈士！」字樣。金正恩向毛岸
英同志表示敬意。金正恩同陪同的黨政軍領
導幹部一起參觀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墓。
金正恩表示，自從兄弟的中國人民的優
秀兒女踴躍報名參加朝鮮人民神聖的祖國
解放戰爭已過 70 年了，但對於中國人民志
願軍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也高舉抗美援朝
保家衛國旗幟，忘我犧牲地支持和聲援朝
鮮的不朽功績和英雄功勳，朝鮮人民記憶
猶新。
金正恩說，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為朝
鮮爭取祖國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作出了歷史
性貢獻，不管歲月流逝、世代交替，朝中兩國軍隊和人
民把自己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同生死共命運，用鮮血爭
取到的偉大勝利依然不變，意義巨大。
金正恩強調，中國人民志願軍官兵甘冒生命危險，
在消滅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聖戰中獻出寶貴青春和生命
英勇作戰，朝鮮到處都滲有他們灑下的鮮血，朝鮮黨
和政府以及人民將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崇高靈魂和忘
我犧牲精神。

■在江西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浴血鏖兵——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
作戰70周年專題展」吸引參觀者駐足觀賞。
中新社

弘揚英雄精神 匯聚民族復興磅力量

金正恩參謁志願軍烈士陵園

戰士形象和 70 束光芒，以和平鴿、水紋和中
朝兩國國旗元素編制的綬帶環繞四周，外圍
採用五星、桂葉和象徵五次戰役的箭頭等元
素，組成金達萊花的五瓣造型，象徵中國人
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寓意偉
大的抗美援朝戰爭是保衛和平、反抗侵略的
正義之戰，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永遠是中國
人民的寶貴財富，彰顯出中國不畏強敵、維
護世界和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堅定決
心和信心。

央視
快評

崇尚英雄 學習英雄 關愛英雄

香港文匯報訊 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
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之際，習近平
總書記近日給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
養院全體同志回信，向他們致以誠摯
的問候。總書記強調，全黨全社會要
崇尚英雄、學習英雄、關愛英雄，大
力弘揚英雄精神，匯聚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磅礡力量。 央視發表快評
指，習近平總書記給老戰士們的回
信，高度肯定了志願軍將士及英雄模
範們的歷史功績，展現了人民領袖對
老英雄們的深切關懷，再次發出了學
習英雄事跡、弘揚英雄精神的號召，
必將鼓勵全國人民銘記歷史、接續奮
鬥，進一步激盪起為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奮力拚搏的壯志豪情。
快評指，回首抗美援朝戰爭，無數
志願軍將士勇往直前、浴血奮戰，從
激戰松骨峰、鏖戰長津湖到血戰上甘
嶺，湧現出楊根思、黃繼光、邱少雲
等眾多戰鬥英雄，他們用生命和膽氣
與敵人的鋼鐵抗衡，打出了國威軍
威，打出了中國人的骨氣。英雄們以
偉大的鬥爭壯舉推動共和國前進的歷
史車輪，更以其為國為民的堅定信
仰、捨生忘死的精神品格，照亮了中

華民族的精神殿堂，轉化成激勵我們
前行的強大力量。
快評續指，無論哪一個時代，都需
要自己的英雄，在今天的和平年代，
也有抗疫一線的白衣天使、衛戍邊疆
的年輕戰士、搶險救援的逆行者等英
雄人物和事跡。全社會都要見賢思
齊、崇尚英雄、爭做先鋒，在各自平
凡的崗位上實現個人價值，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狀元；要把自身發展融入
到國家的前途命運中去，奉獻社會，
添磚加瓦，創造歷史，把小我融入大
我，以涓滴之水匯聚成勢不可擋的時
代洪流。 快評最後指出，今天的中國
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越是享
受如今的國泰民安和幸福安康，我們
越不能忘記那些在戰爭歲月中拋頭
顱、灑熱血的英雄和烈士。黨的十八
大以來，黨和國家以多種形式緬懷先
烈、慰問老兵、表彰先進，建立健全
黨和國家功勳榮譽表彰制度，彰顯了
崇尚英雄氣、弘揚正能量的堅定決心
和價值引領。我們每一個個體，都要
從自我做起，從身邊做起，讓崇尚英
雄、學習英雄、關愛英雄成為我們社
會的良好風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