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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軍 90 周年大會 總書記講話引共鳴

傾聽習近平的和平正義之聲
辛識平

有一種力量叫正義，有一種追求叫和平，它湧

■中國軍隊用熱血與擔當，挑起了維護世
界和平的重擔。圖為 7 月 30 日舉行的慶祝
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閱兵。 新華社

動於人心深處，有着排山倒海般的巨大能量。





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
習近平總書記的一段話，讓全場爆發長時間熱

烈掌聲，也迅速在人們的手機上「刷屏」。
「中國人民珍愛和平，我們決不搞侵略擴張，但我們有戰勝一切侵略的
信心。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
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誰都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
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正義凜然、擲地有聲的中國聲音，令
這無數人為之振奮不已。兩天前，在戰

天下並不太平 和平需要保衛
天下並不太平，和平需要保衛。捍衛和
平、維護安全、懾止戰爭的手段和選擇有多
種多樣，但軍事手段始終是保底手段。關於
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習近平曾深刻總結：
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
領悟這個道理，中華民族交了太多的「學
費」，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從鴉片戰爭到甲
午戰爭，近代史上一幕幕「剜心之痛」一再
警示，落後就要挨打，軍弱必受欺凌。銘記
歷史，開創未來，「強國必須強軍」的啟示
刻骨銘心。正如習近平指出的，中華民族走
出苦難、中國人民實現解放，有賴於一支英
雄的人民軍隊；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
國人民實現更加美好生活，必須加快把人民
軍隊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
部隊有句話，戰場打不贏，一切等於
零。維護和平需要決心，更需要能力。建
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
強大人民軍隊，鍛造召之即來、來之能
戰、戰之必勝的精兵勁旅，關係國家和民
族的前途命運，也事關我們每個人的幸
福。網上流行一句話，我們不是生活在一
個和平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
家。從大刀闊斧的國防和軍
隊改革中，從我軍戰士守衛
邊疆海疆的堅定身影中，從練

世界需要和平 更需維和力量
世界需要和平，更需要維護和平的力
量。「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
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習近
平曾經這樣向世界宣告。在慶祝建軍 90 周
年大會上，他強調，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
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
的維護者，中國軍隊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
的堅定力量。
事實勝於雄辯。截至目前，中國累計派
出維和軍事人員 3.5 萬餘人次，先後參加
24 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是聯合國安理會常
任理事國中派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13
名中國軍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海
盜猖獗的亞丁灣、索馬里海域，中國海軍
護航編隊安全護送的 6,000 餘艘中外船舶
中，半數以上為外國船舶或世界糧食計劃
署船舶。在搜救馬航 370 航班現場、在非
洲抗擊埃博拉疫情一線、在馬爾代夫首都
馬累出現斷水危機時，都有中國軍人挺身
而出的身影。
中國軍隊用熱血與擔當，挑起了維護世
界和平的重擔，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讚
譽。聯合國副秘書長拉克魯瓦說：中國對
維和事業的貢獻，值得大書特書。美國
《赫芬頓郵報》撰文稱，「一支守紀律、
負責任和開放的中國軍隊絕非威脅」。觀
察朱日和閱兵，一些外國媒體認為閱兵展
現了中國「有信心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更
大的貢獻」。人民軍隊維護世界和平的積
極作為，是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
的一個生動縮影。事實已經證明並將繼續
證明，中國的發展壯大，必將是世界和平
力量的發展壯大。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
劑。縱觀世界歷史，依靠武力對外侵略擴
張最終都是要失敗的。這是歷史鐵律。放
眼今日世界，選擇合作共贏、共同發展，
才是文明進步的人間正道，也是各國人民
的共同嚮往。
（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7 月 30 日舉行的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閱兵式上，受閱部隊在進行準備。
新華社

習近平八一講話
嚴正警告分裂勢力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8
月 1 日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
軍建軍 90 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中重申人
民軍隊要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此
間著名軍事專家、鳳凰評論員宋忠平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此番講話與中國當前面臨形勢
有關，是對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各種分裂勢力，以及
一些妄圖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其他國家的嚴正警
告，同時也是對全軍指戰員發出的動員令和集結
令，號召全軍作好軍事鬥爭準備。
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到，「我們必須清醒看到，前
進道路從來不會是一片坦途，必然會面對各種重大
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必須進行
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宋忠平表
示，習近平總書記講話所提到的重大挑戰就包括中
國所面臨的分裂勢力日趨嚴重，無論是「台獨」、
「港獨」，還是「疆獨」、「藏獨」等系列分裂勢
力，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帶來極大的挑戰。另
外，還有一些國家敵視中國的政策沒有發生根本性
的改變，一些國家妄圖對中國的核心利益進行挑
戰。「所有的這些都需要中國作好不斷強化軍事鬥
爭的準備，以應對這些挑戰和實際上所面臨的重大
的問題。」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
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誰都不要指
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
果。」宋忠平認為，此番講話與中國當前形勢有密
切關聯，表達了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
心，「是對一系列挑戰中國主權完整和領土完整的
人發出的嚴重警告，所有分裂活動都是中國絕對不
能容忍的，中國都將採取強硬的手段來予以反制，
甚至採取更加強硬的反制措施讓對方沒有辦法得
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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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暑期市場「紅色旅遊」
逾四成
在慶祝中國人民
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
之際，以軍事旅遊

為主題的紅色之旅
今夏在神州多地悄
然升溫，遊客參與軍事旅遊的熱情高漲。據驢
媽媽旅遊網、盈科旅遊等多家旅行社數據顯
示，進入暑期之後，紅色旅遊佔到今年暑期整
體出遊市場四成以上，紅色旅遊市場的遊客量
是去年同期的 3 倍。軍事旅遊景點和旅遊產品
的人次增幅明顯，是去年同期的 1.3 倍。特別
是一些著名戰役的發生地和以現代化軍事設施
為主的景點，正受到越來越多家庭遊客和年輕
遊客的歡迎。
正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的「銘記
光輝歷史 開創強軍偉業——慶祝中國人民解
放軍建軍 90 周年主題展覽」，受民眾和遊客
的熱捧度遠超過了近年來在京舉行的一些大
展。據相關負責人介紹，展覽開放首日遊客就

達 2.8 萬人次，此後每天都超過 3 萬人次。
除了北京，天津、青島、南昌、廣州、酒
泉、文昌、南京和重慶等地都是今年暑期軍事
旅遊的熱門目的地。驢媽媽旅遊網綜合其平台
的數據統計顯示，天津泰達航母主題公園、青
島海軍博物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黃埔軍事
主題園、南京國防園、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
心、金華橫店影視城國防科技園、海南文昌衛
星發射中心、羊山古鎮國際軍事旅遊度假區和
黃河軍事文化博覽園等為全國熱門軍事旅遊景
區。
包括軍事旅遊在內的紅色旅遊的客群年齡趨
勢呈現年輕化的特點。盈科旅遊統計顯示，在
去往紅色旅遊目的地的遊客群體中，18 歲以
下的遊客數量增長明顯。在遊客的年齡分佈
上，今年暑期紅色旅遊遊客的平均年齡為 28
歲。
旅行社和紅色旅遊景區為了吸引年輕遊客，
做了許多功課。有的景區推出 18 歲以下免費

港各界：絕不允許分裂勢力相互勾結

旗獵獵、鐵流滾滾的朱日和閱兵現場，習近
平的鏗鏘宣示同樣激蕩世界——「我堅信，
我們的英雄軍隊有信心、有能力打敗一切來
犯之敵！我們的英雄軍隊有信心、有能力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如果穿越時空，回到 2015 年 9 月 3 日，
在那場舉世矚目的勝利日大閱兵中，習近
平在天安門城樓上，昭示「正義必勝、和
平必勝、人民必勝」的真理，莊嚴宣佈中
國將裁減軍隊員額30萬。
從廣場到沙場，從歷史向未來，透過這
些鼓舞人心的長鏡頭，傾聽習近平發出的
中國聲音，人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堅
決維護國家主權，堅決維護世界和平，是
一個世界大國堅如磐石的意志和決心，更
是其從未懈怠的追求與行動。

兵備戰的火熱場面中，人們可以理解和平
從何而來，可以讀懂「不惹事也不怕事」
背後的底氣和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沈清麗）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日前在慶祝中國人民
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國家主張
和平，不搞侵略，亦不容國土分裂。對此，香港政界及社
團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習主席講話對近
期周邊國家「小動作多多」有示警作用，國家也絕不允許
「港獨」和「台獨」等各種分裂勢力相互勾結，中華民族
絕對能夠戰勝一切外來侵略和分裂行徑。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
聯 會 會 長 余 國 春 ：習 主 席 講 話 具
有現實性，也有針對性，是給予
「台獨」、「港獨」等分裂勢力的
一種嚴正警告，國家絕對會嚴厲打
擊一切分裂主義活動，中華民族絕
對能夠戰勝一切外來侵略和分裂
行徑。
■余國春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
端：習主席講話嚴正警告「台獨」、
「港獨」分子，我們國家和軍隊是有
實力、有能力，也有信心、有決心堅
決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這番話很有
震懾作用。特別是香港，「港獨」絕
對沒市場，任何「港獨」和「台獨」 ■盧文端
分子相互勾結企圖分裂國家的行徑，國家絕對有能力予以
痛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中國並
非「好戰」者，但當主權領土受到威
脅時，必定會奮戰不懈，「國家不會
挑動戰爭，但亦不怕打仗」。馬逢國
認為，習主席選擇在現階段發表有關
講話，具有針對性，除讓大家要有危
機感之外，亦回應近期周邊國家的
「小動作」。

■馬逢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若要保護國家，必須擁有一支
精銳的軍隊，從多方面抗衡外力的入
侵。以目前的國際環境，只要略為軟
弱的話，別國便會有機可乘，加上近
期「港獨」、「台獨」、「藏獨」等
不斷有「小動作」，在西方國家的暗
撐下，公然互相串連。習主席的講 ■陳勇
話，表明國家的立場，同時更提醒大
家和平並非必然，需要大家的努力，時刻保持警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旅行
社榮譽董事長盧瑞安：習主席講話不
論對世界或香港來說，都是「定海神
針」。過去一段時間，「港獨」分
子公然四出與不同「獨人」組織串
連，公然播「獨」，情況不容忽視。
習主席重要講話，警告任何企圖分裂
國家統一的分子不要再作妄想，告訴 ■盧瑞安
全世界，中國絕對不接受任何分裂行動，解放軍必將作出
防衛行動、保護國家。
■暑假，一批來自湖北、深圳的孩子在浙江省
東陽市橫店國防科技園內參觀飛機館。
人民日報海外版供圖
的政策。許多旅行社紛紛訂製更符合學生需求
的個性化、體驗化、情感化、休閒化紅色旅遊
主題線路。如今的紅色旅遊產品，無論是對於
年長者還是中小學生都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會長施
榮懷：我們國家具備足夠的軟、硬實力，擁有
一支能夠保家衛國、戰無不勝的強大軍隊，中
華民族向來是不好戰的民族，我們國家始終堅
定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但也絕不容許其他人企
圖分裂我們的國家，別有用心的人士不要再打
■施榮懷 資料圖片
歪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