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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共走滇緬路重溫歷史
雲南系列活動紀念南僑機工回國抗日

潘基文下周訪華
出席閱兵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聯合國27日正式公
佈了秘書長潘基文9月2日至6日的訪華行程，他不僅
將應邀出席北京的閱兵式等活動，還將與習近平、李
克強等中國領導人會晤，商討聯合國成立70周年、氣
候變化以及即將開幕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等問
題。
據潘基文新聞發言人辦公室披露，潘基文將於9月2

日抵達北京。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邀請，他將出
席在北京舉行的二戰結束70周年紀念活動。
在北京期間，潘基文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總理劉延東、外交部長王毅等人
進行會晤。雙方將討論共同關心的話題，包括聯合國
成立70周年、氣候變化和即將召開的聯合國可持續發
展峰會。
同時，潘基文還將會見聯合國在中國的機構和項目

負責人，並於9月6日返回紐約。

老八路生辰
喜獲頒抗日紀念章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丁
樹勇 昆明報
道 ） 8 月 28
日，是老八路
陳金生 91 周
歲生日，當日
獲頒抗日戰爭
勝利 70 周年
紀念章，令陳
老喜上加喜。
獲知幹休所

工作人員將到
家裡為其頒發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與女兒同
住的陳老起得較往日更早，由二樓走下來數次往門口
張望，十分期待。當幹休所工作人員為陳老掛上紀念
章時，其高興、激動之情溢於言表，讓女兒為自己多
角度拍照，留下這喜悅而難忘的一刻。陳老獲頒的紀
念章，圍繞「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
未來」的主題設計，由抗日戰士浮雕、延安寶塔山、
黃河、橄欖枝、光芒組成，章體為紫銅胎體鍍金，直
徑50mm，厚3mm；包裝盒註明由中共中央、國務
院、中央軍委頒發。
據陳老女兒陳燕介紹，陳老於1938年6月不足14歲

時即加入山西青年抗日決死隊第一縱隊，隨縱隊部轉
戰於太岳區；1942年編入八路軍129師386旅，在警
衛營隨陳庚將軍轉戰敵後。1955年，陳老被授予少校
軍銜，1968年作為團以上幹部代表赴北京獲毛澤東主
席接見，1980年後離休。

■陳金生獲頒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
念章。 陳燕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雲南畹町報道）
電視劇《南僑機工英雄傳》首映儀式27日在雲南
瑞麗畹町舉行，同時舉行《南僑機工—南洋華僑
機工回國抗戰紀實》等3種圖書出版發行儀式。
近年來，雲南省、德宏州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收

集整理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文史資料並加以保
護和研究，也吸引了海內外知名作家和影視公司
前來創作，緬懷革命先烈，弘揚南僑機工精神。
電視劇《南僑機工英雄傳》真實再現南洋華僑

機工回國抗戰的英雄事跡，預計於9月3日在雲南
衛視、重慶衛視黃金時段播出。《南僑機工—南
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紀實》以德宏為創作素材，
沿着南僑機工先烈足跡，再現他們積極投身國內
抗日戰爭的事跡。
《南僑機工在德宏》探究考證了南僑機工在德

宏的史實。《滇西烽火——德宏抗戰老兵採訪
錄》通過尋訪散落在德宏的遠征軍老兵，講述了
保家衛國的悲壯歷史。
雲南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趙金為南僑機

工後代、抗戰老兵、學生等代表授書，並與出席
儀式的主創人員于榮光、蔣曉榮及相關人員等，
一同為電視劇《南僑機工英雄傳》啟動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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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僑機工英雄傳》首映儀式。 記者丁樹勇 攝

南僑機工，是指抗戰時期，由東南亞各國華人子弟組成
的「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1939年至1942年

間，有3,200多名主要為華僑的汽車駕駛員和技術工人參加
了南僑總會組織的「南洋華僑回國機工服務團」，補充了
中國境內緊缺的卡車司機，為保障滇緬公路的國際運輸線
作出了貢獻。其中，有1,000多名機工犧牲。據統計，滇緬
公路上超過三分之一的運輸車輛是由南僑機工駕駛的。

為抗戰勝利建立歷史功績
102歲高齡的南僑機工翁家貴、雲南省及德宏州相關領
導、抗戰老兵代表、港澳台華僑及中緬友好交流協會有關
人士，海外僑團僑領，南僑機工後人代表和數千名群眾代
表參加紀念活動。紀念儀式上，社會各界向南僑機工回國
抗日紀念碑敬獻花籃，瞻仰烈士紀念碑。其間，還舉行百
輛抗戰老車、百位南僑機工後人、千名邊境群眾共走滇緬
路活動，《南僑機工—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紀實》、
《南僑機工在德宏》、《滇西烽火—德宏抗戰老兵採訪
錄》圖書授書儀式暨電視劇《南僑機工英雄傳》首映儀
式，重溫那段抗戰歷史。
雲南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趙金出席活動並講話指
出，我們在這裡隆重舉行紀念活動，就是要牢記南洋華僑
機工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建立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
績，弘揚抗戰精神，高揚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就是要緬
懷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過程中英勇獻身的烈士們，就是
要緬懷為追求和平正義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們，告慰在那場
戰爭中不幸遇難的同胞們。我們永遠緬懷他們、銘記他
們。

逾百歲老機工憶崢嶸歲月
紀念活動現場，102歲高齡的老機工翁家貴被安排在主席
台一側，參加活動的領導和群眾紛紛上前握手問候，雲南
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趙金將翁家貴老人請到了主席台正中
安坐。濛濛細雨中，主席台上僅有一把為翁家貴老人撐開
的雨傘。而主席台下端坐的兩位分別為87歲、86歲的機工
家屬，也被人群團團圍住，接受人們的問候和致意。
翁家貴在發言中說，「如今，我已年過百歲，跨越兩個
世紀，有幸見證了祖國不斷強大、人民安居樂業，心裡倍
感欣慰。希望年輕一代銘記歷史，發揚南僑機工的愛國奉
獻精神，把祖國建設得更加繁榮昌盛。」作為第五批回國
參加抗戰的南僑機工一員，翁家貴回憶起那段崢嶸歲月，
仍不禁熱淚盈眶。「歸國參戰3年，戰友們將生死置之度
外，日夜在曲折蜿蜒的滇緬公路上來回穿梭，保障抗日前
線的物資供應，許多戰友因疾病、翻車、敵機轟炸獻出了
年輕的生命。為了國家、為了民族，每一位回國抗戰的南
僑機工都無怨無悔！」

專家：西方利益考量 冷待中國紀念抗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抗戰
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新聞中心昨日邀請中國社
科院副院長李培林、近代史所副所長汪朝光、
近代史研究員李學通介紹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
利的偉大歷史意義等方面情況。專家稱，抗日
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確立了近70年來世
界的和平和發展，希望中日韓能夠成為維護地
區和平和發展的主要力量。此外，至於為何西
方國家官方冷待中國抗戰紀念活動，專家認
為，這是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表示尊重。

盼中日韓成為地區和平主力
李培林副院長表示，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

爭的勝利確立了近70年來世界的和平和發展，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通過紀念活動，讓民族、
讓歷史記下這一幕，知道反法西斯戰爭、抗日
戰爭勝利以後奠定的國際經濟秩序，奠定的東
亞和太平洋的經濟社會秩序。我們不能允許挑
戰或者打破這個秩序。
李培林稱，當前東亞和南海地區頗不平靜，
而在歐洲，法德曾在二戰中是敵對方，但現在

他們成為共同構建歐洲和平發展秩序的中心。
因此，也希望在東亞，中日韓能夠成為維護地
區和平和發展的主要力量。

對不來參加活動國家表尊重
有記者提問，在反法西斯戰爭以及中國抗日

戰爭過程中，美國、英國和中國是同盟國，但
在70周年紀念活動這個重要的時刻，為何西方
國家的官方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支持或者是熱
情？對此汪朝光副所長表示，儘管冷戰結束
了，當年兩大敵對陣營不存在了，但國與國之
間還是有很多現實的考量，所以西方國家可能
對這場戰爭和中國的看法會有某些不一致的方
面。
汪朝光指出，我們紀念這場戰爭，紀念的是

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紀念的是我們對世界公
道、正義、和平的貢獻，我們也希望並邀請其
他國家來參加。但是其他國家，出於他們自己
的考量，他可能願意參加，或者不來參加，我
們也表示尊重，那也是他出於他國家利益的考
慮。

來華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
周年閱兵的外軍方隊、代表隊官兵近日在北京郊區部隊營區緊
鑼密鼓的訓練。目前17個來華參閱的外軍方隊、代表隊近
1,000人，已經全部進駐閱兵訓練基地。白俄羅斯、古巴、埃
及、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墨西哥、蒙古、巴基斯坦、
塞爾維亞、塔吉克斯坦、俄羅斯等11個國家派出方隊參加閱
兵，阿富汗、柬埔寨、斐濟、老撾、瓦努阿圖、委內瑞拉等6
個國家則派出代表隊參加閱兵。 ■綜合報道/圖：中新社

外軍方隊加緊訓練

《狼牙山五壯士》3D電影將開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實習記者

黃彥菡 北京報道）中國紀念抗戰勝利70
周年大閱兵即將舉行，「狼牙山五壯士」
英模方隊是一大亮點。本報記者昨日獲
悉，中國將重新拍攝3D版電影《狼牙山五
壯士》，力求將這部抗戰影片重裝為更適
合現代觀眾和青少年的經典之作。
新版3D電影《狼牙山五壯士》由中國人
民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和保定夢福伍文
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經過2年多的籌
備，電影將在9．3勝利日大閱兵期間完成
各項籌備工作，向中國人民抗戰勝利70周
年獻禮。
1958年八一廠出品的經典黑白老電影《狼

牙山五壯士》，是由史文幟導演根據狼牙山

五壯士的真實戰爭事跡和抗日鬥爭歷史事件
改編的。電影生動形象地展現了5位八路軍
戰士勇敢戰鬥、不怕犧牲的革命英雄精神和
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民族氣節。
即將於9月25日正式開機的3D新版《狼
牙山五壯士》，則將由史文幟導演的女兒
秦燕執導。「歷史不能褻瀆，中華民族英
雄、先烈不容詆毀」，秦燕導演昨日表
示，將在電影中正視歷史，還原歷史，以
真相給英靈一份安寧，社會一塊淨土，用
拍攝電影的藝術和娛樂形式，捍衛革命英
雄主義精神，抵制一切污衊先烈的行為。
「用心拍好《狼牙山五壯士》電影，尊重
歷史、尊重事實，這是對狼牙山五壯士的
最好紀念。」

新疆向抗戰老幹部發慰問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新
疆報道）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
黨中央、國務院研究決定，為抗戰

時期及以前參加革命工作的離休幹
部發放一次性慰問金。根據國家有
關規定，新疆決定對1945年9月2
日前參加革命工作的離休幹部，按
每人5,000元（人民幣，下同）的
標準發放一次性慰問金。據悉，新
疆符合發放條件的老幹部共792
人，按標準需發放慰問金396萬
元。
同時，為保障慰問金足額發放到

每一位老幹部手中，發放慰問金
時，將隨同發放「抗戰時期及以前
參加革命工作離休幹部一次性慰問
金通知單」，使老幹部感受到黨中
央、國務院的關懷。

■抗戰老幹部獲發放一次性慰問
金。 本報新疆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雲南畹町報

道）雲南27日在抗戰時期的滇緬公路中國段止

點畹町舉辦系列活動，紀念南洋華僑機工回國

抗日功績。其間，百輛抗戰老車、百位南僑機

工後人、千名邊境群眾共走滇緬路，重溫那段

抗戰歷史。

■雲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趙金問候102歲的南
僑機工翁家貴老人。 記者丁樹勇 攝

■出席紀念活動的南僑機工家屬。
記者丁樹勇 攝

■■千名群眾冒雨重走滇緬路千名群眾冒雨重走滇緬路。。 記者丁樹勇記者丁樹勇 攝攝

■社會各界及機工後人、僑團僑領向南洋華僑機
工紀念碑敬獻花籃。 記者丁樹勇 攝

小啟
《地方視窗》今天暫停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