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

A3

70

抗 美 援 朝 出國作戰

周年

■責任編輯：張培嘉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20年10月24日（星期六）
2020年
2020
年 10
10月
月 24
24日
日（星期六）
2020年10月24日（星期六）

中朝四地隆重舉行儀式 深切緬懷英魂

以習近平名義向烈士敬獻花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23 日）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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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遼寧瀋陽抗
美援朝烈士陵園舉行
敬獻花籃儀式。
敬獻花籃儀式
。 圖為
該儀式現場。
該儀式現場
。 新華社

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大會召
開前，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名義敬獻花籃儀式在遼寧瀋陽抗美援朝烈

■ 昨日的丹東
抗美援朝紀念
塔敬獻花籃儀
式上，
式上
， 志願軍
老戰士、
老戰士
、 老同
志代表在緬懷
烈士。
烈士
。 新華社

士陵園、丹東抗美援朝紀念塔和朝鮮平壤中朝友誼
塔、檜倉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等四地隆重舉
行。

外交部：和平發展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日上午 8 時 45 分，遼寧瀋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敬獻花籃儀
昨式正式開始。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昨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主
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問稱，昨日上午，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
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請問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對70年後的今天有何意義？
趙立堅表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發表重要講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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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主席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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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
勝利，對中國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他用鐵一般的事
實告訴世人，任何一個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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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戰再次證明正義必將戰勝強權，
和平發展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席習近平名義敬獻的花籃擺放在烈士紀念碑正前方。花籃紅色緞
帶上寫着：「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永垂不朽！」

志願軍老戰士出席瀋陽儀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中央黨政軍有
關部門、遼寧省委和省政府、駐瀋解放軍和武警部隊負責同志，
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志願軍老戰士、老同志代表和烈士家屬代表，
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官兵代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各界群眾代表
等面向烈士紀念碑肅立，寄託對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的深切緬懷
和崇高敬意。隨後，全場人員瞻仰了烈士紀念碑並向五大烈士墓
敬獻了鮮花。
當日 9 時整，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名義向瀋陽抗美援朝紀念塔敬獻花籃儀式隆重舉行，中共遼
寧省委書記張國清以及中央黨政軍有關部門、遼寧省委和省政
府、遼寧省軍區及駐丹東部隊等相關同志出席。

朝方向瀋陽丹東敬獻花籃
10 月 21 日，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名義向朝鮮平壤中朝友誼塔、檜倉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
敬獻花籃儀式先後舉行，中國駐朝鮮大使李進軍率全體館員及其
他在朝中方人員代表出席。
近日，朝鮮以多種形式隆重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
出國作戰 70 周年。10 月 21 日，朝鮮勞動黨委員長、國務委員
會委員長金正恩前往檜倉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敬獻花
籃。
同日，朝方以金正恩名義向平壤中朝友誼塔敬獻花籃，並於10
月 22 日分別向遼寧瀋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丹東抗美援朝紀念
塔敬獻花籃。朝鮮黨政軍相關機構也向平壤、檜倉兩處紀念設施
敬獻了花籃。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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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共贏才是人間正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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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
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
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

四地舉行敬獻花籃儀式
遼寧 瀋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
始建於 1951 年，1999
年改建落成，2016 年入
選《全國紅色旅遊景點景
區名錄》。佔地面積 20
餘萬平方米，陵園中心建
有抗美援朝烈士紀念碑，
陵園中長眠着包括抗美援
朝英雄五烈士楊根思、邱
少雲、黃繼光、孫占元、
楊連弟在內的 123 名志願
軍烈士。
自 2014 年至今，陵園
已連續 7 年迎接了 716 名
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
遺骸。今年9月28日，第
七批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
烈士遺骸安葬儀式在此舉
行。

朝鮮 平壤中朝友誼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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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遼寧瀋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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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 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
始建於 1958 年 10 月，1993 年 7 月新館落成，2020
年 9 月 19 日擴建後的新館開館。這裏是全國唯一一座
全面反映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爭和抗美援朝運動歷史
的專題紀念館。擴建後，紀念館總佔地面積 18.2 萬平
方米，由紀念館、紀念塔、全景畫館、國防教育園組
成，館藏抗美援朝文物 2 萬餘件，《中國人民志願軍
■ 昨日
昨日，
，敬獻花籃儀式在丹東抗美援朝 戰歌》手稿、「白雲山團」錦旗、著名作家魏巍創作
紀念塔舉行。
紀念塔舉行
。
新華社 的《漢江南岸的日日夜夜》手稿等文物都陳列其中。

紀念大會釋信號：中國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決不允許任何勢力侵犯領土
知名東北亞問題專家李敦球教授表
示，當前正處於百年變局的背景下，此
次紀念大會具有特殊的、重要的時代意
義。面對美國對中國的全方位打壓，也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中國決不會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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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敦球指出，我們紀念志願軍抗美援
朝出國作戰，是為了繼承抗美援朝的精
神和戰略遺產。我們紀念的目的是為了
現在和將來，既是為了鼓舞我們自己，

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銘記偉大勝
利，推進偉大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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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建於 1959 年 10 月 25 日，
是朝鮮人民為了銘記志願軍烈
士們用鮮血和生命建立豐功偉
績的歷史見證。
塔穴裏有大型壁畫和部分志
願軍烈士名冊，其中有邱少
雲、楊根思、黃繼光、毛岸英
等烈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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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為了讓世人更加意識到和平的重要
性，以及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
性，表明我們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良
好的意願和目標。他說，志願軍抗美援
朝出國作戰是一場正義之戰，是為了捍
衛和平，隆重紀念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
作戰，是為了繼續捍衛和平，為了要呼
籲和告誡世人不要動輒以戰爭和霸凌解
決問題，不要只是強調自己國家的利
益，而無視世界其他國家的利益，否則
將是行不通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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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
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
年大會昨日在北京人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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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大會並發
表重要講話。

任何單邊主義都行不通

隊；必須維護世界和平和正義，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李敦球表示，這「五個必須」向國際
社會發出了兩方面的明確信號：一是我
們自己的道路。我們要有制度自信、道
路自信，堅持我們自己的道路不變，我
們的道路並不是要與哪一個國家或哪一
方為敵，而是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我
們要同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和平相
處、共同發展，建設好美好的人類命運
共同體。這既是自信，也向國際社會釋
放出了善意。
另一方面，「五個必須」裏也向對中
國有誤解並抱着冷戰思維不放的個別一
些大國發出警告。中國不惹事，但也不
怕事。我們不會侵犯他國的利益，我們
只是保衛和平，保護我們自己國家。中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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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更為堅強的
戰略支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 平壤中朝友誼塔
平壤中朝友誼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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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 檜倉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這裏成為志願軍
的簡易墓地。1954 年烈士陵園始建，
1957年建成，佔地面積9萬平方米，是
朝鮮境內規模最大的志願軍烈士陵園。
這裏也曾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
的駐紮地，包括毛岸英在內的 134 名 ■ 21 日，敬獻花籃儀式在朝鮮檜倉中國人
烈士長眠於此。
民志願軍烈士陵園舉行。
民志願軍烈士陵園舉行
。
新華社

中國人民總能「殺出一條血路」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紀念中
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周年大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
總書記在重要講話中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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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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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闢地揭示了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啟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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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心，激勵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繼續攻堅克難，
贏得新的勝利。

央視
快評

抗美援朝打出國威軍威
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央視發表快評
指，抗美援朝戰爭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打出
了中國軍隊的軍威，充分展示了中國人民不畏
強暴的鋼鐵意志、萬眾一心的頑強品格、維護
世界和平的堅定決心和中國軍人敢打必勝的血
性鐵骨。中華英雄兒女用血肉之軀和強大信

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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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我們保持昂揚鬥爭精神
快評指出，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啟示
我們，要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必
須保持昂揚的鬥爭精神。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以
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全國各族人民發
憤圖強、艱苦創業，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發展奇
跡，大踏步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了光明前景。今天，身
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黨正團結帶領人民
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紀念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
就是要銘記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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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評進一步指出，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
利啟示我們，凝聚在信仰旗幟下的中國力量不
可戰勝。面對各方面的風險挑戰，面對各種阻
力壓力，中國人民總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總能展現大智大勇、銳意開拓進取，「殺出一
條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