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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是正义

的胜利 、 和平的胜利 、 人民的胜

利。 这一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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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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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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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舞和激励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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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不懈

奋斗， 为维护世界和平、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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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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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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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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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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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了威武雄壮的

战争伟业。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党中央统揽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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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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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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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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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

伟大精神， 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

一切艰难险阻、 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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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汇聚万众一心、 勠力同心的民族

力量， 都要锻造舍生忘死、 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 都要激发守正创新、

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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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深知， 前进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仍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

险挑战，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荆棘坎坷。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雄赳赳、 气昂

昂，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知难而进、 坚韧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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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10月24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两次入朝：一次抗击侵略，一次帮助重建
专访参加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文汇报人张先奇———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之际， 张先奇对文汇报的后

辈寄语： “实事求是做好工作， 弘扬伟

大抗美援朝精神。”

“我没打过仗， 我没开过枪， 我不

是英雄。” 年近九旬， 已是华发苍颜的张

先奇端坐桌前， 这姿态是长年军旅生涯

留下的痕迹。 翻开老影集， 他抚摸着那

一张在朝鲜留下的老照片， 对到访记者

说了上述的话。 一张老照片就是一个故

事 ， 照片上那句 “永远做最可爱的人 ”

让张先奇再次回到披荆斩棘、 奋勇前进

的岁月。

1952年， 作为全连唯一一个高中毕

业的新兵， 张先奇被分配至志愿军第九

兵团炮兵405团高机连做文化教员， 跟随

部队一路唱着 “雄赳赳 ， 气昂昂……”

徒步通过鸭绿江。

很快， 行军途中的张先奇就感受到

了更为直接的危险———头顶不时有敌机

呼啸而过， 向下投掷炸弹。

从未打过仗的新兵张先奇不由地感

到害怕， “幸好当时连里的一个副指导

员战斗经验丰富， 对我们这些新战士很

照顾， 每次有敌机飞过来他就会喊 ‘不

要怕， 跟我走！’”

张先奇在珍藏的相册里专门找出副

指导员的照片， “他告诉我， 遇到空袭

跑不掉就钻刚炸开的弹坑， 因为炮弹落

在同一个弹坑的几率低， 这样能活命”。

设置炮兵阵地， 挖坑道是张先奇在

朝鲜最主要的 “战场”。 “挖坑道， 轧实

地面非常累， 稍不注意， 抡大锤的就会

脱手。” 张先奇摸了摸右腰说， “我就曾

被战友抡飞的大锤砸了一下， 当时就疼

懵了 。 但是时间紧张 ， 坑道就是生命 ，

我赶紧爬起来继续挖。”

然而， 打仗总有伤亡。 一天， 敌军

飞机再度来袭， 一颗炸弹落在了坑道拐

角处的伙房旁， 正在打饭的团长警卫员

被石头砸中头部， 当场牺牲， 另有两名

战士负伤。

这是张先奇第一次目睹战友牺牲，那

是个20岁出头的山东小伙。张先奇和其他

几名战友找来一块门板，轻轻将警卫员放

在门板上，抬他下山。 茛下转第六版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做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在上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

昨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上海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中间引发热烈反响。 涵纳着爱国主

义精神，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 革命忠诚精神， 和国际主义

精神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 必须永续传承、 世代发扬。

中华民族从来是吓不倒 、 压不垮

的！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 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 既是对英雄的褒奖， 对过往

的致敬， 更是对当下每个人的激励和鞭

策。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就是一座时

代丰碑， 凝聚起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拳拳

之心， 更指引着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不断奋进。

我们要铭记伟大胜利， 推进伟大事

业， 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敢于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 以无比的自信和坚定， 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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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黄浦区军休二所工作人员党支部

特邀抗美援朝老兵、 离休干部谈学贤

一起观看大会直播并交流座谈。 谈老

深情回忆讲述了当年出国作战的经

历， 缅怀了那段峥嵘岁月。 他心怀感

恩地表示： 作为一名老战士， 要始终

不忘初心， 继续发扬抗美援朝精神，

倍加珍惜当下， 做好关心下一代的工

作 。 军休二所的工作人员们深受鼓

舞， 纷纷表示， 这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 也进一步增强了大家扎实做好新时

代军休工作的决心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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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队成员任红举认真聆听了总书记讲

话后非常激动， 任老刚获颁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希望大家能永远记我们的名字———‘最

可爱的人’！” 任老说， 也希望后辈们深

刻了解并铭记这段历史 ， 珍惜美好生

活 ， 接过前辈的大旗 ， 肩负起保家卫

国、 建设国家的重任。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上海市公安

局杨浦分局离休干部周炳根， 收看大会

直播时不禁泪流满面。 老人说， 从奋战

沙场到凯旋回国后为民服务， 初心从未

改变。 “一转眼， 我就要 92 岁了， 能

够见证祖国的崛起与复兴， 无比自豪！

我想对牺牲的战友们说， 我们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以伟大精神赋能攻坚创新

中华民族复兴的征程上， 还将面对

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 遇上各种阻力

压力， 大家纷纷表示： 要抱着一种 “逢

山开路、 遇水架桥” 的勇毅和魄力， 以

大智大勇、开拓进取，“杀出一条血路”。

获得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荣誉的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出入

境管理办公室广大干警表示： “我们慎

终如始， 用两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

守护着上海的东大门， 把安全留给国内

千千万万的同胞。 我们的实际行动正是

对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

干警们说， 第三届进博会即将开始， 将

全面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弘扬伟

大抗美援朝精神， 扎根境外人员管理的

核心业务，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

乘兴而来、 满意而归。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官兵，

利用党团活动时间， 原文学习了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 并展开了热烈讨论。 支队

十中队前身隶属于原 27 军， 正是曾参

加过抗美援朝的部队， 现在青年官兵们

接过 “南京路上好八连” 的勤务， 被誉

为 “南京路上学八连 ， 霓虹灯下新一

代”。 指导员杨泽楠和青年官兵们交流

说 ， 总书记的讲话十分提气 ， 作为原

27 军的传人， 我们要有这种铮铮铁骨，

敢于创新，敢于奋勇向前，不管面对多重

任务、多大挑战，都能“闯出一条新路”。

不断夯实党的青年群众基础

静安团区委广大团员青年在认真收

看直播后表示， 总书记重要讲话慷慨激

昂， 催人奋进。 作为青年干部要以史为

鉴， 筑牢信仰基石， 铭记先烈作出的牺

牲和奉献， 积极推动 “四史” 学习教育

在青少年群体中形成浓郁氛围， 引导青

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人生观、 价值

观；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 都

要时刻保持 “居安思危” 意识， 知难而

进、 坚韧向前； 加强思想淬炼、 政治历

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高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围绕中心、 服务大

局中， 彰显青年干部的作为和担当。 并

且要通过不断增强青年群众工作能力，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成为青年人想得起、 找得到、 靠得住的

贴心人， 不断夯实党的青年群众基础。

徐汇区龙华街道社区干部徐丛丛表

示：要以发展的思维、长远的眼光更好地

汲取历史宝贵经验， 努力传承和发扬伟

大抗美援朝精神。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刚

刚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年轻干部， 要勇于

挑起重担，接受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发挥

才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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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来的地勤兵练就一身“抗冻”绝招
专访参加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文汇报人黄俭———

91 岁高龄的黄俭声音依旧洪亮 ，

在小区里散步的他， 看到记者的到来很

是兴奋， 虽然耳朵有些听不见， 抚摸着

胸口刚刚戴上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纪念章， 回忆

起那峥嵘岁月， 他很是激动。 从解放战

争渡江战役到抗美援朝再到战地记者，

他和记者说了很多往事。 他说： “作为

军人要为国奉献、 牺牲， 作为记者要为

党、 为人民鼓与呼。 我所追求的是做一

个大写的人， 紧紧地追随着党追随着祖

国， 直至终生。”

黄老回忆， 1950 年 11 月， 他所在

的空军嵩山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调离华东

驻地前往沈阳驻地， 加入志愿军空军入

朝作战， 军区?令员来机场送行， 他非

常风趣地说 : “你们驻在华东 ， 我们照

顾不周， 请同志们谅解， 但我还是要叮

嘱你们： 一定要忠于党， 忠于社会主义

祖国。 要不， 我即使骑最快的马也追不

上你们啊 !” ?令员幽默风趣的话一落

地， 大家都立即会心地笑了。

抵达沈阳机场驻地后 ， 作为反坦克

追击机大队的军械主任 ， 黄俭和地勤组

的战友们用最严苛的标准 “伺候 ” 着来

之不易的 4 架飞机 。 “我们时时刻刻待

在简易机场上 ， 保证飞机能随时起飞 。”

黄俭告诉记者， 1 月的东北冷得飞机发动

机一停下来就会被冻住 。 因为飞机少 ，

为了保证空域安全 ， 只能让飞机不间歇

地起飞 ， 为了保证飞机零故障 ， 他们这

些南方地勤兵练就了一身 “抗冻 ” 的绝

招。 不管刮风下雪， 24 小时驻守在露天

的机场上 ， 用早已冻得毫无知觉的手为

飞机更换零件 ， 加挂炮弹 ， 安装子弹 。

有时飞机被冻住飞不起来 ， 还要用土办

法 “火烤飞机”。 就这样靠人力和意志的

坚持 ， 飞行大队机组愣是没有让一架飞

机非战斗减员。

1951 年 ，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

三个国庆， 黄俭所在的空军部队奉命从抗

美援朝前线调回北京， 代表志愿军空军准

备接受检阅。 战友们个个心情振奋， 加紧

练兵， 预备队也丝毫不敢懈怠， 随时都能

拉得出、 顶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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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担任志愿军炮兵

405团政治处宣传股工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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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进入文汇报社，先后在要

闻部、教卫部、群工部工作 ，

1992年12月退休。

本报记者 何易摄

章念辉：尘封半个多世纪的银戒指见证中朝友谊

“这枚银戒指我珍藏 60 多年， 从不

轻易拿出来。收到它时什么样，现在还是

什么样。 ” 章念辉藏有一枚特殊的银戒

指，细细的戒圈上没有什么繁复的纹饰，

只在中间塑有一颗小小的心， 两边刻有

金达莱花的样子。 在仅有的几条阴刻线

条里，甚至还有黑色的泥垢尘土。这枚戒

指究竟有多大年纪，章念辉也说不清，62

年前收到时， 就是现在这副灰扑扑的模

样。但就是这样一枚普通的银戒指，背后

却有一个热烈而浪漫的故事。

时间回到 1958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

乘坐火车撤离朝鲜，沿途经过火车站，志

愿军战士都会全部下车， 和当地人民联

欢告别。 23 军政治部文工团是第一批从

朝鲜撤军的部队之一， 章念辉是团里最

小的姑娘，这一年才 18 岁，对当时的欢

送场景记忆犹新：“朝鲜人民特别热情，

几乎都是把我们抬下车的。 ”

在被抬下车的那一刻， 章念辉眼尖

地看到送行队伍的外围， 有一个男青年

正费劲地往里挤。 小伙子奋力扒拉开一

层又一层的人，看他的方向，竟是朝自己

而来？

章念辉正觉得奇怪， 这个满头大汗

的男青年已经走到她眼前， 一句话不说

上来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 说了几句听

不懂的朝鲜话， 急匆匆地将一个纸包塞

进章念辉的手里，扭头跑了。由于下车时

间有规定，志愿军很快回到列车上，章念

辉从刚才的“熊抱”里缓过神来，赶紧打

开那个纸包，发现里面包着一个银戒指，

还有一封朝鲜文写就的信。

团里的金东官同志是延边朝鲜族，

他帮章念辉翻译了信的内容。 章念辉回

忆道 ：“这封信是由那位朝鲜男青年写

的，大意是说，自己的奶奶年纪大了，无

法亲自过来送行。奶奶说，是中国人民志

愿军帮助朝鲜人民赢得战争的胜利，还

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使他们获得新生。因为

打仗，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

这枚戒指是奶奶结婚时戴在手上的嫁妆。

现在志愿军要走了，奶奶想要感谢志愿军，

感谢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所

以派孙子跑到欢送中国志愿军的地方，代

表奶奶向一位女兵送出这枚戒指， 这是奶

奶对全体志愿军指战员的祝福。”机缘巧合

之下，章念辉成为了小伙子的“命中目标”。

按照贵重物品必须上交的规定， 章念辉将

戒指和信一起上交给团长尤明。 尤明了解

来龙去脉之后说：“老大娘的心愿是把戒指

送给志愿军女战士，既然送到你手里了，那

你就好好收藏吧！ ”

回国后，章念辉经历数次工作调动，信

件不幸散佚。 好在这枚戒指一直放在最要

紧的地方，完好无损。

和中朝军民友谊一样珍贵的， 还有出

生入死的战友情。入朝作战时，章念辉是团

里的小姑娘；不管时间过去多久，青丝已成

白发，她依然是全团最受照顾的小姑娘。

2007 年，尤明 90 岁生日前夕，章念辉

和家人带上礼物去到芜湖二炮干休所探

望。 临别前的早晨， 团长拉着章念辉的手

说：“我要送你一样礼物。”他笑着拿出一个

泛黄的纸盒子，竟是一枚三级国旗勋章。

章念辉赶紧把手往回撤：“团长， 这枚

勋章太宝贵，我不能拿！”国旗勋章，是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勋章。 这枚三级

国旗勋章，是 23 军政治部文工团唯一一枚

国旗勋章，对全团人来说意义非凡。

章念辉总是在意自己参军晚， 没真正

上过战场 ，“我有什么资格收下这枚勋章

呢？”尤明说：“你是我们团最后一批文艺战

士， 勋章的传承， 就是抗美援朝精神的传

承。”章念辉明白自己接下的不仅是一枚勋

章，更是一种使命。 她想，这枚英雄的勋章

不能放在家里蒙尘， 而是应该让更多人看

到！ 2018 年夏末，章念辉回到章太炎故居，

将这枚三级国旗勋章无偿捐献给章太炎故

居，供来往游客瞻仰纪念。

章念辉， 1940 年 4 月出生，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 思想家、 国学大师章

太炎的孙女。 1956 年 8 月参军入朝， 隶属中国人民志愿军 23 军政治部文工

团， 1958 年 5 月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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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部队军械主任加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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