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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在京隆重舉行

：銘記偉大勝利

2020年10月24日（星期六）

推進偉大事業

總書記精彩論述
◆ 抗美援朝戰爭，是在交戰雙方力量極
其懸殊條件下進行的一場現代化戰爭。
當時，中美兩國國力相差巨大。在這樣
極不對稱、極為艱難的情況下，中國人
民志願軍同朝鮮軍民密切配合，首戰兩
水洞、激戰雲山城、會戰清川江、鏖戰
長津湖等，連續進行 5 次戰役，此後又構
築起銅牆鐵壁般的縱深防禦陣地，實施
多次進攻戰役，粉碎「絞殺戰」、抵禦
「細菌戰」、血戰上甘嶺，創造了威武
雄壯的戰爭偉業。全國各族人民由衷稱
讚志願軍將士為「最可愛的人」！經過
艱苦卓絕的戰鬥，中朝軍隊打敗了武裝
到牙齒的對手，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
神話，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於 1953 年
7 月 27 日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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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闡述抗美援朝戰爭偉大意義

◆中國人民粉碎了侵略者
陳兵國門、進而將新中
國扼殺在搖籃之中的圖
謀，新中國真正站穩了
腳跟

◆ 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黨中央統攬全

這一戰，拚來了山河無
恙、家國安寧，充分展
示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
的鋼鐵意志

◆中國人民徹底掃除了近
代以來任人宰割、仰人
鼻息的百年恥辱，徹底
扔掉了「東亞病夫」的
帽子，中國人民真正揚
眉吐氣了
這一戰，打出了中國人
民的精氣神，充分展示
了中國人民萬眾一心的
頑強品格

◆中國人民打敗了侵略
者，震動了全世界，
奠定了新中國在亞洲
和國際事務中的重要
地位，彰顯了新中國
的大國地位
這一戰，讓全世界對中
國刮目相看，充分展示
了中國人民維護世界和
平的堅定決心

◆人民軍隊在戰爭中學習
戰爭，實現了由單一軍
種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
轉變，極大促進了國防
和軍隊現代化
這一戰，人民軍隊戰鬥
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
了敢打必勝的血性鐵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亞洲乃至世界的戰略格
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
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爭
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的正義事業受到極大鼓
舞，有力推動了世界和
平與人類進步事業
這一戰，再次證明正義必
定戰勝強權，和平發展是
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新華社

局，實施有力的戰爭動員和正確的戰爭指
導，採取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開展
了波瀾壯闊的抗美援朝運動，全國各族人
民舉國同心支撐起這場事關國家和民族前
途命運的偉大抗爭，最終用偉大勝利向世
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
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
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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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

◆它用鐵一般的事實告訴世人，任何一個

■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國家、任何一支軍隊，不論多麼強大，如
果站在世界發展潮流的對立面，恃強凌
弱、倒行逆施、侵略擴張，必然會碰得頭
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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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偉大的抗美援
朝戰爭，抵禦了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捍衛了新中國安全，保衛了中國人民和平生活，穩定了朝鮮半島局勢，
維護了亞洲和世界和平 。回望 70 年前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 ，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 ，瞻望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我們無比堅定、無比自信。我們要銘記抗美援朝戰爭的艱辛歷程和偉大勝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大會昨日在京隆重舉行
周年大會昨日在京隆重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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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弘揚偉大抗美援朝精神，雄赳赳、氣昂昂，向着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着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繼續奮勇前進。

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
王岐山出席大會。
人民大會堂大禮堂氣氛莊嚴熱烈。主席台上方懸掛
着「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
大會」會標，後幕正中懸掛國徽，國徽下方是
「1950－2020」的白色字標，10 面紅旗分列兩側。大
禮堂二樓眺台懸掛標語：「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弘揚偉大抗美援朝精神，不忘
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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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奮
鬥！」
上午 10 時，大會開始。全體起立，高唱國歌。國歌
唱畢，全場肅立，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英勇犧牲的烈
士默哀。

抗美援朝精神歷久彌新永續傳承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他表示，
70 年前，由中華優秀兒女組成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肩
負着人民的重託、民族的期望，高舉保衛和平、反抗
侵略的正義旗幟，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發
揚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同朝鮮
人民和軍隊一道，歷經兩年零九個月艱苦卓絕的浴血
奮戰，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抗美援朝戰爭
偉大勝利，將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永遠銘
刻在人類和平、發展、進步的史冊上。
習近平強調，70 年來，我們始終沒有忘記老一輩革
命家為維護國際正義、捍衛世界和平、保衛新生共和
國所建立的不朽功勛，始終沒有忘記譜寫了氣壯山河
英雄讚歌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將士以及所有為這場戰爭
勝利作出貢獻的人們，始終沒有忘記在抗美援朝戰爭
中英勇犧牲的烈士們，烈士們的功績彪炳千秋，烈士
們的英名萬古流芳。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
央軍委，向所有健在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老戰士、老同
志、傷殘榮譽軍人，向當年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的全國
各族人民特別是參戰支前人員，向中國人民志願軍烈
屬、軍屬致以最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表示，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朝鮮黨、政府、
人民關心、愛護、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中朝兩國人
民和軍隊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用鮮血凝結成了
偉大戰鬥友誼。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
人民、友好組織和友好人士，對中國人民
志願軍入朝作戰給予了有力支援和支

持。習近平代表中國黨、政府、軍隊，向他們表示衷
心的感謝。
習近平指出，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人
民是愛好和平的人民。近代以後，中國人民飽受列強
侵略之害、飽經戰火蹂躪之苦，更是深深懂得戰爭的
殘酷、和平的寶貴。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百
業待舉，中國人民無比渴望和平安寧。但是，中國人
民的這個願望卻受到了粗暴挑戰，帝國主義侵略者將
戰爭強加在了中國人民頭上。抗美援朝戰爭，是在交
戰雙方力量極其懸殊條件下進行的一場現代化戰爭。
在這樣極不對稱、極為艱難的情況下，中國人民志願
軍同朝鮮軍民密切配合，經過艱苦卓絕的戰鬥，打敗
了武裝到牙齒的對手。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是中
國人民站起來後屹立於世界東方的宣言書，是中華民
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重要里程碑，對中國和世界都有着
重大而深遠的意義（見表）。
習近平指出，在波瀾壯闊的抗美援朝戰爭中，英雄
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鍛造了偉大抗美援朝精神。偉大抗
美援朝精神跨越時空、歷久彌新，必須永續傳承、世
代發揚。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我們都要砥礪不畏強
暴、反抗強權的民族風骨。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我們
都要匯聚萬眾一心、戮力同心的民族力量。無論時代
如何發展，我們都要鍛造捨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
血性。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我們都要激發守正創新、
奮勇向前的民族智慧。
習近平強調，抗美援朝戰爭勝利 60 多年來，在中
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歷史
巨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華民族
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今
天，我們正站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
史交匯點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全面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前景光明。銘記偉大勝利，
推進偉大事業，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把黨鍛
造得更加堅強有力；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一切
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必須堅持推進經濟社會
發展，不斷壯大我國綜合國力；必須加快推進國防
和軍隊現代化，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
隊；必須維護世界和平和正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

任何霸權霸道行徑必然死路一條
習近平指出，世界是各國人民的世界，世界面臨的

困難和挑戰需要各國人民同舟共濟、攜手應對，和平
發展、合作共贏才是人間正道。當今世界，任何單邊
主義、保護主義、極端利己主義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任何訛詐、封鎖、極限施壓的方式都是根本行不通
的。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獨尊的行徑，任何搞霸權、
霸道、霸凌的行徑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僅根本行不
通，最終必然是死路一條。
習近平強調，中國一貫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中
國軍隊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中國永遠
不稱霸、不擴張，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我們決不會坐視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損，
決不會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侵犯和分裂祖國的神聖
領土。一旦發生這樣的嚴重情況，中國人民必將予
以迎頭痛擊。
李克強主持大會時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
全面回顧總結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和巨大貢
獻，深刻闡述了抗美援朝精神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
值，精闢揭示了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啟示，鄭重宣示
了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和統一、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
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堅定立場和決心，強
調要銘記偉大勝利，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把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大家要認真學習
領會，堅決貫徹落實，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
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弘揚偉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努力。
最後，全場齊聲高唱《歌唱祖國》，大會在激昂的
歌聲中結束。
會前，習近平等領導同志會見了「中國人民志願軍
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紀念章獲得者代表，並同
大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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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及
中央軍委委員出席大會。
志願軍老戰士、老同志、烈士家屬等代表，中央
黨政軍群各部門和北京市主要負責同志，各民主黨
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解
放軍和武警部隊官兵代表，首都各界群眾代表等參
加大會。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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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深知，對待侵略者，就得用他
們聽得懂的語言同他們對話，這就是以戰
止戰、以武止戈，用勝利贏得和平、贏得
尊重。中國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
困難和風險面前，腿肚子不會抖，腰桿子
不會彎，中華民族是嚇不倒、壓不垮的！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在愛國主
義旗幟感召下，同仇敵愾、同心協力，讓
世界見證了蘊含在中國人民之中的磅力
量，讓世界知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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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面對各種

■習近平等領導同志會見「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章獲得者代表，並同大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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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一青座位安排顯溫情
23日上午10時，紀念中國人民
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
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
行。上午 9 時 20 分許，當一眾志
願軍老戰士列隊步入會場時，場
內與會代表立即全體起立，以長時間的熱烈掌
聲，表達對戰爭英雄們的無限敬仰。
此次大會在座次安排上，也充分顯示出對老戰
士的關懷與尊重。人民大會堂大禮堂座席共分七
列，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發現，全體老戰士悉
數在正對主席台的中間三列就坐。而且每排老戰

$

■會場中區安排「一老一青」穿插落座，中青年代表們會主動
幫扶老戰士起身和落座，盡顯溫情。
新華社

士的後一排都由相對年輕的嘉賓就坐，整個會場
中區呈現「一老一青」穿插落座的現象。

年輕代表扶老戰士起身落座
整場大會在黨和國家領導人進入會場、奏唱國
歌、奏唱《歌唱祖國》等環節，需要全體起立。
每當這時，坐在老戰士後排的中青年與會代表們
都會主動探身扶助老戰士起身和落座。這一細節
既反映出大會在安排方面的周到細心，更體現出
國家對抗美援朝老戰士及其代表的犧牲英烈們的
無上尊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歌唱祖國》今年恰好70歲
在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
國作戰70周年大會最後，全體起立，
奏唱《歌唱祖國》。20年前，紀念中
6 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50周
年大會也是在這首歌曲中閉幕。
《歌唱祖國》由人民音樂家王莘於 1950 年創
作，今年恰好整70歲。

此情此景，讓王莘非常興奮，他邊走邊哼唱。
傍晚，在返回天津的列車上，王莘從地上撿了一
個空煙盒拆開，拿出筆在煙盒的反面開始創作。
之後，為了宣傳推介這首新歌曲，他還自己動手
刻印歌片向周圍群眾發放。

音樂家空煙盒上寫歌曲

1951 年 9 月 15 日的《人民日報》用近半個版向
全國讀者推薦了《歌唱祖國》，並附上《中央人
民政府文化部關於國慶節唱歌的通知》全文。
《通知》要求，在這一年的國慶節，除了要唱國
歌《義勇軍進行曲》外，《歌唱祖國》也是全國
民眾普遍歌唱的基本歌曲。

(

■當一眾志願軍老戰士列隊步入會場時，與會代表全體起立，
報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新華社

1950 年 9 月 15 日，正在北京出差的王莘來到天
安門廣場。那天，天安門廣場朝陽燦爛，金光四
射，五星紅旗在廣場上空高高飄揚。天安門城樓
上，工人們正在懸掛大紅宮燈。

毛主席贈《毛選》獎勵

阻力壓力，中國人民總能逢山開路、遇水
架橋，總能展現大智大勇、銳意開拓進
取，「殺出一條血路」！

◆當今世界，任何單邊主義、保護主義、
極端利己主義，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
訛詐、封鎖、極限施壓的方式，都是根本
行不通的！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獨尊的行
徑，任何搞霸權、霸道、霸凌的行徑，都
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僅根本行不通，最終
必然是死路一條！

◆ 我們決不會坐視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受損，決不會允許任何人任何勢
力侵犯和分裂祖國的神聖領土。一旦發
生這樣的嚴重情況，中國人民必將予以
迎頭痛擊！

1951年10月29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全國
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見到王莘時，高
興地誇獎《歌唱祖國》寫得好，還將剛出版的《毛
澤東選集》贈予王莘，並為他簽字留念。
此後，《歌唱祖國》風靡全國，成為中國當代
音樂創作中最具影響力的群眾歌曲之一，並在我
國不少重大國務活動、檢閱活動中作為禮儀曲、
開場曲和尾聲結束曲。
2003 年，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船發射成功，宇
航員楊利偉將《歌唱祖國》首度帶上了太空；
2007 年，「嫦娥一號」探月衛星從 38 萬公里以外
的月球軌道向地球發來了《歌唱祖國》的歌聲；
2008 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歌唱祖國》也作
為僅有的傳統歌曲被演唱。
■來源：《北京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