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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赳赳气昂昂 向着新征程向着中国梦奋勇前进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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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铭记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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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茛 下转第五版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大会。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你们的事迹精神激励我们知难而进坚韧向前
与龚正蒋卓庆董云虎于绍良分赴社区和养老机构，为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代表佩戴纪念章

李强：深入学习宣传志愿军英雄事迹革命精神，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良好氛围

本报讯 全国第八个老年节到来之际，适

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市政协主席董云虎，

市委副书记于绍良昨天分别前往社区和养老

机构， 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志愿军

老战士老同志代表佩戴上由中共中央、 国务

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向大家致以崇高

敬意和亲切慰问， 并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

问候和诚挚祝福。

年近九旬的志愿军老战士姜嘉镇于1951

年随军入朝作战，曾参加反击斗流峰战斗、上

甘岭战役等战斗， 荣立个人三等功和集体一

等功、二等功。李强登门看望了姜嘉镇，为他

佩戴上寓意保卫和平、 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

纪念章,?谢他为国家为城市作出的贡献。李

强与姜嘉镇及其家人并肩而坐， 致以重阳佳

节问候， 并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日常生

活起居， 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姜嘉镇表

示，家里一切都好，方方面面都很照顾。他翻

开正在撰写的个人回忆录， 向大家深情回顾

了在朝期间那一场场艰苦卓绝、 舍生忘死的

激烈战斗。 茛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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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

天调研“一江一河”公共空间改造和市

容环境整体提升工作时指出， 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 认真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持续

强化生态保护，着力美化市容环境，不

断扩展公共空间， 努力为市民提供宜

业宜居的乐园， 为举办重大活动打造

一流的城市环境。

上午，市领导与市“一江一河”工

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来到苏州河黄浦

段的九子公园。漫步其中，芳菲满园，

不仅增设了休闲座椅， 还有儿童打弹

子、滚轮子等雕塑，唤起童年的回忆；

河边新建改建的亲水平台， 是市民休

闲的好去处。随后，市领导前往苏州河

虹口段， 检查北苏州路河口段贯通工

程进展。 该工程竣工后将与外白渡桥

连通， 成为又一时尚打卡地。 龚正指

出， 黄浦江和苏州河两岸沿线要围绕

贯通和提升，不断优化设计，一年一年

持续干，为市民打造更多休闲健身、娱

乐观光的“生活秀带”。

作为进博会市容环境整治项目，

长宁区新华路开展了 “美丽街区”建

设，市领导一路步行察看。通过实施架

空线入地、建筑外立面整治，这条“花

园马路”上梧桐成荫，可漫步、可阅读

的优美环境初显风采。在虹桥路、迎宾

三路等国家会展中心周边道路上，经

过精心布置的花坛花箱错落有致，呈

现多姿多彩的景观效果。龚正说，上海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要持续提

升市容环境，全方位展现城市形象，为

第三届进博会的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副市长汤志平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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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进馆前需要经过多道防疫措施。截至目前，98%展品
已入境。预计到11?初，所有展品将陆续抵达展馆

第三届进博会正式进入布展阶段

?进博会证件首次实现微信自助查询和证件复用两大功
能，并在满足防疫要求基础上实现测温验证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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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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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续传承世代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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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伟大胜利 推进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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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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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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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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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件展品昨进驻“四叶草” 进博会证件首度实现测温验证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