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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年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 出國作戰
■責任編輯：謝宗興 ■版面設計：黃力敬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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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覽的火爆，從首日8,000張門票全部被約滿
就可見一斑。此次主題展覽展有824件文物係首

次展出，如上甘嶺戰役中被炸斷50多處的電話線等
等。昨晨現場可見，自9時起，軍事博物館前就已排
起百米長隊伍，觀展人數眾多，一直從軍事博物館門
口，幾經「折轉」，排到了長安街地鐵站入口處。不
少排隊的家長稱，今天特地帶上孩子一起參觀，以期
培養孩子的愛國情感。

青海夫婦趕路千里觀展
75歲的朱慶霖夫婦從青海趕1,600公里路程，專門

赴京參觀展覽。朱慶霖說，展覽展示了中國人民志願
軍同朝鮮人民和軍隊一起，在條件惡劣武器落後的背
景下，歷經2年零9個月艱苦卓絕浴血奮戰，取得偉大
勝利的歷程。偉大勝利宣告「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
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
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這是我們民族開始走向復

興的重要里程碑。志願軍為了和平不怕犧牲，對現在
民眾有很大的鼓勵作用，要把好的展品錄下來，給青
藏高原家鄉的兄弟姐妹、同事、朋友傳播。
63歲的市民徐大成說，他前幾日獲悉展覽將對公眾

開放，便提前進行了預約。徐大成對香港文匯報介
紹，1950年，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戰場時，他的
父親是解放軍五七一工廠（上海飛機製造廠前身）
的一名航修師，當年中國空軍力量薄弱，父親能夠修
的飛機少之又少，更談不上自己造飛機。如今70年過
去，中國自主研製的大飛機C919已經開工投產，發展
日新月異，殲擊機裝備也不斷壯大，殲-20在去年亮相
國慶70周年閱兵。現在年輕一代要抓住發展的大好時
機，為國富民強積極貢獻自己的一份力。

老兵向英雄深情敬禮
在觀展的人群中，許多胸前掛滿勳章的老兵最引人

注目。88歲的呂良當年是一名鐵道兵文工團戰士。當

年鐵道兵負責鐵路修復、橋樑搶修等工作，打下一條
「打不斷、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他表示，當年經
常是等敵機丟完炸彈就搶修鐵路，儘管身處險境，但
沒有任何人退縮。
在呂良的身邊，站着今年都是87歲的66軍戰友何富

貴與賈振鑫，他們一個是炮兵，一個是通信兵。賈振
鑫回憶道，他當年所在的通信排，去朝鮮的時候有68
人，回國的時候只剩下10人。三名老兵仔細觀看展
覽，不時回顧戰鬥情形，在毛岸英同志像前，他們深
情敬禮，「英雄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今年92歲的魏昌榮曾兩赴朝鮮，當年他是50軍150

師449團的一名步兵。看完整個展覽，他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作為一名抗美援朝老兵，在戰爭歲月中時
刻準備為國捐軀，如今看到祖國越來越繁榮富強，相
信他那些已經犧牲的戰友會含笑九泉。魏昌榮表示，
「先烈們用血的代價換來和平，中國人民是永遠打不
垮的。」

香港文匯報訊 「偉
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

時空、歷久彌新，必須永續傳承、世
代發揚。」10月23日，在紀念中國
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
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
對抗美援朝精神作出全面精闢的總
結，對抗美援朝精神的時代價值進行
了深刻系統論述，對激勵和鼓舞我們
在新時代新征程上繼續披荊斬棘、奮
勇前進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
遠歷史意義。
中央廣電總台昨日發表「央視快

評」指出，為什麼戰旗美如畫，英雄
的鮮血染紅了它！一部抗美援朝戰爭
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和志願軍將士
共同留給後代的精神寶庫。在波瀾壯
闊的抗美援朝戰爭中，英雄的中國人
民志願軍發揚祖國和人民利益高於一
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
身的愛國主義精神，英勇頑強、捨生
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不畏艱難
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

主義精神，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
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
精神，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
鬥的國際主義精神，鍛造了偉大抗美
援朝精神。
快評進一步指出，氣吞山河的偉

大抗美援朝精神，如宣言書昭告世
界：一個覺醒了的、敢於為祖國光
榮、獨立和安全而奮起戰鬥的民族
是不可戰勝的！當前，我們面臨着
前所未有的風險考驗──大到國家
安全，小到一塊芯片，沒有硝煙的
戰鬥無處不在，前行道路上充滿艱
難險阻。但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我
們都要激發守正創新、奮勇向前的
民族智慧，堅決打贏新時代新征程
上的一個個「松骨峰」戰鬥、「上
甘嶺」戰役。
快評最後強調，我們一定要在新

時代繼承和弘揚偉大抗美援朝精神，
克服一切艱難險阻、戰勝一切強大敵
人，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的新征程上闊步前行。

偉大抗美援朝精神必須永續傳承央視
快評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推出的紀
錄片《英雄兒女》、《為了和平》、《抗美
援朝保家衛國》和《英雄兒女──紀念中國
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文藝晚
會》四部抗美援朝主題節目，其音像製品將
通過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發行，同名圖書由
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等出版發行。紀念
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系列主題出版物首
發儀式昨日在北京舉行，中宣部副部長、中
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兼總編輯慎海雄出席並
為首發揭幕。
為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周年，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近期在央視綜合
頻道、綜藝頻道、中文國際頻道、科教頻
道、國防軍事頻道等多個電視頻道，文藝之
聲、大灣區之聲等多個廣播頻率，以及央視
新聞、央視頻、央視網等新媒體平台，集中

推出了《英雄兒女》、《為了和平》、《抗
美援朝保家衛國》等大型紀錄片和《英雄兒
女─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
戰70周年文藝晚會》，在全社會引發熱烈反
響，觸達觀眾逾19
億人次。應廣大受
眾要求，四部經典
作品即日起通過中
國國際電視總公司
面向全球發行。
當日在京舉行的

首發儀式上，中央
廣播電視總台負責
人介紹，四部作品
將翻譯製作英語、
法語、西班牙語、
阿拉伯語、俄語等

多個語言版本在全球推廣，同時將發揮絲綢
之路電視國際合作共同體的聯盟平台與59個
國家和地區的133家機構成員優勢，組織海
外聯播，擴大紀錄片和文藝晚會的影響力。

抗美援朝主題出版物京首發

首
日
人
龍
百
米

首
日
人
龍
百
米

■■早上早上99時時，，軍事博物館前的排隊民眾就軍事博物館前的排隊民眾就
需幾經需幾經「「折轉折轉」。」。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張帥 北京報道）在中國

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的「銘記偉大勝利 捍衛和平

正義──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

主題展覽」，自昨日開始對公眾開放。香港文匯報記者

在公眾開放首日的現場看到，1,900餘件文物及展品令

觀者倍感震撼，講解員精彩講述引來陣陣掌聲和驚歎。

多名年逾90的志願軍老兵更在現場鏗鏘地說，「先烈們

用血的代價換來和平，中國人民是永遠打不垮的。」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聯合國軍」總司令李
奇微曾表示，中國志願軍講文明，對俘虜十分
友善。今次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
國作戰70周年主題展覽展出的幾張老照片，
就體現了中國軍隊在戰場上善待俘虜的作風。

願與俘虜分享僅有食物
在朝鮮作戰期間，中國人民志願軍紀律十分嚴明。主題展

覽展出了一幅1952年11月碧潼戰俘營舉辦的「戰俘營奧林
匹克運動會」照片，從照片中看，一場緊張激烈的籃球比賽
正在戰俘營中進行，沒有戰爭陰影，「聯合國軍」戰俘在戰
俘營享受着比賽的快樂。展出的另一幅照片也顯示，在1950
年12月，一個美國俘虜在自述信中記述：「志願軍的寬大政

策使我永不相忘。」
展覽介紹，李奇微曾回憶：「有一次，中國人甚至將重傷

員用擔架放在公路上，爾後撤走。在我方醫護人員乘卡車到
那裏接運傷員時，他們沒有向我們射擊。」李奇微還表示：
「有很多次，他們同俘虜分享僅有的一點食物，對俘虜採取
友善的態度。」「中國人不搜俘虜的口袋，並且讓他們留着
他們的香煙、金錶和其他私人的東西。」

到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中國人民志
願軍勝利履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聖使命，戰後繼續
維護停戰協定，幫助朝鮮人民重建家園。為緩和遠東和世界
緊張局勢，中國人民志願軍響應中朝兩國政府關於一切外國
軍隊撤出朝鮮的建議，於1958年3月至10月分批全部撤出朝
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張帥 北京報道

��$

敵軍司令讚志願軍友善：允俘虜留私人物品

■■碧潼戰俘營舉辦的「戰俘營奧林匹克
運動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張帥 北京報
道）「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兄弟
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錯。家裏盤着兩條龍

是長江與黃河……」5歲半的胡奕航小朋友，
昨日上午成為在主題展留言亭第53位留言的
觀眾。對志願軍將士有什麼話要說？胡奕航
走出留言亭後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講，他在留
言亭裏對着鏡頭唱了一首《大中國》給志願
軍將士聽，表達對志願軍將士的敬佩，祝福
偉大祖國越來越美好。
留言亭是今次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主

題展覽的一個創意設置，相當於以往展覽的
「留言簿」。它是一間四面玻璃窗小隔間，
有4平方米左右，裏面有抗美援朝相關史料
的經典回放，觀眾進入裏面，有近一分鐘的
時間自由表達心中所想。在至明年2月底的
展出時間裏，每位留言觀眾都會順序生成一
個留言編號。

志願軍後人緬懷父輩
「我在留言亭緬懷父輩，他們為了保家衛

國，在惡劣殘酷的戰場拋頭顱、灑熱血。」
高萍女士說。其父高雲和是抗美援朝二級英
雄稱號獲得者，曾擔任志願軍第三十九軍第
一一七師第三五○團第一連班長。1952年
夏，在鐵原以西190.8高地前沿陣地防禦作戰
中，他帶領第六班打退敵人14次進攻，斃傷
敵12餘人，堅守坑道五晝夜，榮立特等功。
高萍表示，其父在2007年去世前，每年

都會到小學、中學、大學以及機關單位講
解抗美援朝精神，每逢新兵入伍也都會邀
請他作報告。歸納起來，抗美援朝精神是
祖國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為了祖國和民
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是
英勇頑強、捨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
神，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
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以及為完成祖國和人
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
忠誠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周年之際，朝鮮勞動黨中央機關
報《勞動新聞》25日刊發評論文
章，稱讚中國人民志願軍發揚的犧
牲精神，表示朝鮮人民永遠不會忘
記獻出自己青春與生命的中國人民
志願軍勇士。
文章說，中國人民志願軍勇士和

朝鮮人民肩並肩，為戰鬥獻出青春
和生命，志願軍勇士的鮮血染紅了
朝鮮的山川和原野。中國人民志願
軍和朝鮮人民在朝中友誼歷史上刻

下的兄弟般的友誼和戰鬥的團結永
垂不朽。
《勞動新聞》當日刊發的另一篇

評論文章說，中國人民志願軍在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旗幟下
奔赴朝鮮戰場，即使過去了70年，
朝鮮人民至今還在深切緬懷並回顧
他們留下的豐功偉績。
文章最後說，朝鮮人民永遠不會忘

記，在朝鮮面臨危難之時，高舉「抗
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旗幟奔赴朝鮮
前線、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青春與生
命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勇士。

「留言亭」憶英雄 童音獻唱敬將士 朝黨中央機關報：永不忘中國志願軍豐功偉績

■■留言亭相當於以往展覽的「留言簿」。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

■■觀眾在解說人員的帶領下觀觀眾在解說人員的帶領下觀
展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攝

■抗美援朝主題出版物首發儀式現場。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