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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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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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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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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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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没有忘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年作出中国人民志愿军
出国作战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此时此刻，我们要向老一辈革
命家，表示最深切的怀念！

——70年来，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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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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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
牺牲的烈士们。19万7千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
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
名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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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中国党、政府、军队，向他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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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
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
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
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侵朝美军飞机多
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我
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值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
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950年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
下进入朝鲜战场。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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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美两国国力相差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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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
连续进行5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
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
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称赞志
愿军将士为“最可爱的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
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
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全局，实施有力的战争
动员和正确的战争指导，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开展了
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心支撑起这
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最终用伟大胜利向
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
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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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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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帝国主义再也不敢作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真正
站稳了脚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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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此一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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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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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此一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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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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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此一战，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
越强，取得了重要军事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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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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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此一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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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人，任何一个国
家、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
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
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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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朋友们！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
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
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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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帝国主义侵略者将战火烧到了新中国
的家门口。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
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
得尊重。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
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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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
感召下，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
之中的磅礴力量，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
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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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
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

“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
诗。志愿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
地，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作人梯，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
入敌群，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敢于“空中拼
刺刀”。在他们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
雄功臣和近6000 个功臣集体。英雄们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
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这种血性令敌
人胆寒，让天地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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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创新者进，善于创造者胜。志愿军将士面
对陌生的战场、陌生的敌人，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
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把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面对各种阻力压力，中国人民总
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总能展现大智大勇、锐意开拓进取，

“杀出一条血路”！
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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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铭记抗美援
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
进、坚韧向前，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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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再次
证明，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民族
复兴、人民幸福，不惜流血牺牲，不懈努力奋斗，团结凝聚亿万
群众不断走向胜利。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自我革
命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政治
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一定能够使
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共
产党的力量，人民军队的力量，根基在人民。我们要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民谋利，为民尽责，为民担当，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始终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人
民至上，就一定能够激发出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就一定能
够不断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华章！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
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
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当前，
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机遇新挑战，只要我们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
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就一定能够实现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不断
创造让世界惊叹的更大奇迹！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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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支强
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
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
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
依法治军，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更好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只要我们与时俱进加强国
防和军队建设，向着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阔步前行，就一定
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维护世界和平和
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历来秉持“亲仁善邻”
的理念。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只要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就一定能够迎来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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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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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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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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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0年10月23日）
习近平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摄影报道）10月23
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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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深情回顾了抗美援朝
战争波澜壮阔的历程，深刻阐释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和现实
意义，精辟总结了抗美援朝精神。我市广大干部群众通过集中、
分散等形式，认真收听收看会议，重温历史，铭记历史，砥砺初
心，表示要大力弘扬抗美援朝精神，走好奋进前行之路。

昨日上午，山东省军区烟台第一干休所组织全体老干部
收看了会议。该所政委唐云龙表示，老前辈们70年前为了和
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牺牲奉献、丰功伟绩和伟大精神令
人敬佩，干休所将更加精心精准精细、用心用情用力地拓展深
化军民双拥共建活动，在共同推动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这个特殊日子里，长岛兵妈妈拥军志愿服务队也来到
第一干休所慰问抗美援朝老兵，亲手为抗美援朝老兵包了长
岛拥军特色美食鲅鱼饺子，赠送红围脖，送上祝福。

观看了会议盛况后，我市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及退役军
人们深受感动，反响热烈。

“红旗是红的，党旗是红的，军旗也是红的，这些红的就是
千百万烈士用鲜血染红的。勇敢战斗，两不怕精神是我军的传
家宝，这个传统要永远发扬，掌握好，运用好。”91岁抗美援朝
老兵古文正深情地说。

“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感到非常振奋。现在国家富强了，
人民幸福了，正是先烈们当年为之奋斗的目标。党和国家始终
没有忘记这些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而战斗的英雄们。”抗美
援朝老兵高万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

烟台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抗美援朝战地记者、离休干部孙
佑杰提到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时表示，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用
血肉换来的，年轻人一定要珍惜，这是每一名志愿军老兵对我
们年轻一代的嘱托。“我受到极大地鼓舞。我们的国家现在富
起来、强起来了，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
难。”孙佑杰表示。

退役军人、莱州市济世法律服务所李少青表示：“作为一
名退役军人，我要以志愿军战士为榜样，在和平年代，在基层
法律工作中，发扬抗美援朝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对党
忠诚，对群众负责。”

我市广大离退休干部通过集中、分散等形式，认真收听收
看会议，大家纷纷表示要弘扬抗美援朝精神，立足实际发挥余
热再做贡献。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自始至终处在崇敬、激动、
振奋之中。”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郑延和表示，作为一
名教育战线上的老兵，一定要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不忘初

心，让信仰点亮人生，把党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做好，引领少年
儿童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

莱州沙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毛建昌表示，做为一名
老兵，一名老干部工作者，深受鼓舞，他决心发挥老干部的“三
个优势”，弘扬抗美援朝精神，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市工信局离退休干部毛志远称，身为一名老干部，一定会
继承和发扬伟大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带领支部一
班人积极落实好老干部各项工作任务。

企业家和慈善义工，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激动心情。
“这是中国人民的强心剂，我们要铭记伟大历史，祝福祖

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烟台回龙山功德园总经理刘乃
军在观看讲话后心潮澎湃。做为民营企业，回龙山功德园与莱
山区民政部门联手，建成了全省一流的烈士陵园，园区里还设
有老战士广场，抗美援朝、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不少老战士
安息在这里。

烟台慈心助困服务队队长、五星级义工郭丕义表示，每一
个义工、每一名志愿服务者都要为依然健在的入朝参战军人
奉献一份爱心。“在我们长期的志愿服务中，慰问看望高龄退
转军人，加深军民鱼水深情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我们
走进一个个社区的高龄退转军人家里，聆听他们的战斗故事，
感受一枚枚军功章背后的英勇无畏，用感恩的心表达义工们

对革命老前辈的崇敬。”郭丕义表示。
作为退役军人的“娘家”，退役军人事务局系统深感自己

肩上责任重大。
“总书记的讲话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我们要结合自身工

作实际，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落实，大力宣传和弘扬英烈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满腔热忱地为优抚对象和退役军人提供优质
服务。”龙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曲庆祥表示，要进一步拓
宽拥军优属渠道，为驻军部队解难题，办实事，把全国双拥模
范城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市退役军人局优抚褒扬纪念科郭云雷表示，对于机关干部
来说，继承和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就是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
在更好地服务退役军人上，为做好退役军人工作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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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由如林表示，做
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要大力弘扬抗美援朝精神，紧紧围绕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军队建设两个大局，不畏困难、奋勇
向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用心用情落实好退役军人优待政
策，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军人军
属、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深入推进双拥共建，充分凝聚军民同
心、同舟共济的强大力量，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退役军人、
尊崇军人职业浓厚氛围。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 走好奋进前行之路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我市引起强烈反响

烟台八角湾国际人才港推进服务中心
变更名称信息公开

经上级核准，烟台八角湾国际人才港推进服务中心
名称变更为烟台八角湾中央创新区推进服务中心，其他
不变。

烟台八角湾中央创新区推进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23日

广告

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郑延和认真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郑延和认真收看会议收看会议。。

（上接第一版）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名义向丹东抗美援朝
纪念塔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
以及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辽宁省委和省政府、辽宁省军
区及驻丹东部队等相关同志出席。

10月 21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名义向朝鲜平壤中朝友谊塔、桧仓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敬献花篮仪式先后举行，我国驻
朝鲜大使李进军率全体馆员及其他在朝中方人员代表
出席。

近日，朝鲜以多种形式隆重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10月 21日，朝鲜劳动党
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前往桧仓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陵园敬献花篮。同日，朝方以金正恩名义
向平壤中朝友谊塔敬献花篮，并于10月22日分别向辽
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抗美援朝纪念塔敬献
花篮。朝鲜党政军相关机构也向平壤、桧仓两处纪念
设施敬献了花篮。

（上接第一版）全面提升葡萄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把烟台葡萄酒品牌擦得更亮。要高度重视垃
圾分类管理，按照“一年见成效、两年大变样、三年全覆盖”
的要求，坚持示范先行、稳步有序推进，强化宣传引导、充
分发动群众，把垃圾分类与智慧城市建设、小区精细管理
紧密结合起来，建立系统完善的收集、运输和处理体系，推
动我市垃圾分类管理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