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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23日电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 23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
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
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回望 70 年前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瞻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无比坚定、无比
自信。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弘
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雄赳赳、气昂昂，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继续奋勇前进。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
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会标，
后幕正中悬挂国徽，国徽下方是“1950－2020”的白色字标，
10 面红旗分列两侧。大礼堂二楼眺台悬挂标语：“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斗！”

上午 10 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国歌唱毕，
全场肃立，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70 年
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
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
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 9个月艰
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抗美援
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
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习近平强调，70 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革命家
为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所建立的
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将士以及所有为这场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始
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烈士们的
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习近平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所有健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
士、老同志、伤残荣誉军人，向当年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全国
各族人民特别是参战支前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属、军
属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表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党、政府、人民关
心、爱护、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休戚与
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成了伟大战斗友谊。世界上一切
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
志愿军入朝作战给予了有力支援和支持。习近平代表中国
党、政府、军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
爱好和平的人民。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饱受列强侵略之害、
饱经战火蹂躏之苦，更是深深懂得战争的残酷、和平的宝
贵。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人民无比
渴望和平安宁。但是，中国人民的这个愿望却受到了粗暴
挑战，帝国主义侵略者将战争强加在了中国人民头上。抗
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
场现代化战争。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
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打
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
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
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
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新中国真正站稳
了脚跟；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
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
扬眉吐气了；中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
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
国地位；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
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极大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
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
义事业受到极大鼓舞，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
业。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
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
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这一战，让
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
的坚定决心。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
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
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习近平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无论时代
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
族力量。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死、向死
而生的民族血性。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
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

习近平强调，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60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我们正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景光明。铭记伟大胜利，推
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把党锻造得更加坚
强有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必须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
力；必须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必须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世界是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面临的困难
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才是人间正道。当今世界，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
利己主义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讹诈、封锁、极限施压的

方式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
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
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
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
张，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决不会坐视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
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
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李克强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
面回顾总结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巨大贡献，深刻
阐述了抗美援朝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精辟揭示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启示，郑重宣示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和统一、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坚定立场和决心，强调要铭记伟大胜利，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
懈努力。

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大会在激昂的歌声中
结束。

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并同大家合影
留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大会。

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等代表，中央党政军群
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
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
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大会。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在“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主题展览”中，展出了志愿军铁道兵为保障交
通运输筑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冒着枪林弹雨抢修抢建“生命线”的相关文献、图片和工具，以及“登高英雄”杨连第英雄事
迹的照片等内容。图为参观人员观看后勤保障工作专题板块。 林 凤 摄

本 报 北 京 10 月 23 日 讯
（通讯员毕中喜 王雪婷）10月 23
日，由管虎、郭帆、路阳联合执导，
张译、吴京、李九霄、魏晨、邓超等
出演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影片《金刚
川》正式上映。

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最终阶
段为背景，以铁道兵在朝鲜战场
上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筑起“打不
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英勇
事迹为重要原型，围绕主力部队
增援前线的必经之地——金刚川
上一座木桥的破坏与抢修展开，

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维
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
新生共和国谱写的气壮山河的英
雄赞歌。

中国铁建、中国铁建大桥局
为影片创作、拍摄、场景搭建等工
作提供了帮助。

以铁道兵事迹为原型的电影《金刚川》首映

向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献礼

中国铁建1家单位、3名个人获表彰
本报北京10月23日讯（记者邹 静

通讯员范松阳）10月 22日，中央企业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
报告会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王勇出席
会议并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
体代表颁奖，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
主任郝鹏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铁建
总裁、党委副书记庄尚标参加会议。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表彰了国资
央企系统抗疫 300 名先进个人、100 个

先 进 集 体 和 30 个 先 进 基 层 党 组 织 。
中铁十一局城轨公司获评“中央企业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该公
司党委同时获评“中央企业先进基层
党组织”，中国土木孙湘春、中铁十七
局白小芳、中铁建山东京沪高速公路
济乐有限公司杨庆广获评“中央企业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大会旨在向抗疫过程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中央企业干部职工致以崇

高敬意，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凝
聚团结奋进力量。

会前，庄尚标与中国铁建受表彰
代表等进行了交谈，向他们表示祝贺
与敬意，并合影留念。庄尚标勉励他
们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在统
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进一步弘扬伟
大抗疫精神，将英雄事迹和奉献精神
转化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央企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中央企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京隆重举行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京隆重举行

图为反映铁道兵事迹的电影《金刚川》主创人员在首映活动现场。 王雪婷 摄

习 近 平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