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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BNO搞政治操弄注定失敗

新時代仍要大力弘揚抗美援朝精神
70年前，中國人民志願軍 「雄赳
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以氣壯
山河的大無畏氣概，出色地完成了保
家衛國的重任。70年後，無論時代如
何變化，抗美援朝精神歷久彌新，仍
然要大力弘揚。
紀念抗美援朝70周年大會昨日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
重要講話。他表示，抗美援朝是交戰
雙方力量極其懸殊條件下進行的一場
現代化戰爭，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
神話，讓世界知道了 「現在中國人民
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
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習主席還強
調，中國人民深知，對待侵略者，就
得用他們懂得的語言同他們對話，這
就是以戰止戰、以武止戈，用勝利贏
得和平、贏得尊重。中華民族是嚇不
倒、壓不垮的。
中國隆重紀念抗美援朝，既為銘
記歷史，更有現實意義。習主席的講
話，都是有的放矢，大有深意。經過

四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已發展成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維護世界和
平的重要力量，更是推動世界經濟發
展的重要引擎。然而，美國出於維護
霸權之目的，視中國為最大威脅，為
阻撓中國發展無所不用其極，在政治
、經濟、外交、科技等各領域對中國
展開全方位打壓圍堵。目前中國面對
的國際形勢之嚴峻，與70年前抗美援
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新時代呼喚抗美援朝精神。對於
美國發起貿易戰，中方表明 「不想打
、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 ，最終
將美國逼回談判桌，簽訂第一階段中
美貿易協議；在台灣問題上，解放軍
軍機、戰艦繞台演練已成常態，近日
更宣告不存在 「海峽中線」 ，如果 「
台獨」 分子以為有美國撐腰而孤注一
擲，只會加快祖國統一的進程；在南
海，面對美軍不斷挑釁，中方堅定警
告驅離，寸土不讓；在科技領域，中
方無懼美國封鎖，發出在更高層次上
自力更生的最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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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一意孤行改變BNO護照政策
，一為抹黑香港國安法，二為打劫港
人的荷包以充實其虛空的國庫。英國
人將踐踏國際關係準則、干預香港事
務包裝成所謂 「對香港人的承諾」 ，
實在是卑鄙無恥。
首先，《中英聯合聲明》共8條
正文及3個附件，沒有一個字、一個
條文賦予英國在香港回歸後承擔任何
責任。從香港回歸那一刻起，歷史翻
過新一頁，英方對香港無主權、治權
及監督權，所謂 「對香港人的承諾」
純屬謊言和偽善。
其次，香港回歸前，中英曾就
BNO護照問題互換備忘錄，英方明確
承諾不給予持有BNO護照的香港中國
公民居留權，因此BNO護照一直作為
旅遊證件使用。如今，英方為BNO護
照持有人在英居留及入籍提供路徑，
這是公然打自己的嘴巴。事實證明，
違背承諾的不是中方，而是英方。英
方賊喊捉賊，醜陋之極。
其三，世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

香港也是美國圍堵中國的一張牌
，這是去年黑暴爆發的大背景。在中
央支持下，特區政府與警隊堅定止暴
制亂，恢復秩序。國安法落實，更成
為香港由亂入治的重大分水嶺。懾於
國安法的威力，攬炒派不是退出政壇
，就是逃亡海外，或者潛伏起來。即
使未來仍會有暴力事件發生，但有國
安法作定海神針，香港大局已定，不
可能亂到哪裏去。
誠然，國際反華勢力不甘心在香
港的挫敗，正不斷 「制裁」 香港，巴
不得香港很快「垮掉」；攬炒派也將死
灰復燃的最後希望寄託於外部勢力。
然而，有中央及十四億內地同胞作靠
山，更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戰略
機遇，香港一定能戰勝困難再出發。
抗美援朝向世人揭示了一個真理
，那就是在偉大的中國人民面前， 「
一切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 ！歷史已
經證明，現實正在證明，未來還將一
次次證明，任何國家任何人都無法阻
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步伐。

以容忍暴力分子打砸搶燒，無法無天
。香港國安法旨在止暴制亂，恢復秩
序，落實後效果立竿見影，黑暴已然
消退，安寧重回香江，香港人不再擔
驚受怕，可以自由地返工、上學、逛
街消費及發表意見。國安法保障了香
港人在基本法下擁有的自由及各項權
利，而不是相反。
事實上，多年前英國倫敦等地曾
發生嚴重騷亂，英國政府迅速出動警
力平亂，當地法庭更二十四小時運轉
，以極快速度審判暴力分子。英國止
暴有大條道理，回過頭來卻批評香港
平亂，這不是虛偽又是什麼？
正如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發
言人指出，英國無視事實，顛倒黑白
，詆毀國安法，再次暴露其唯恐香港
不亂、唯恐中國不亂的險惡用心。但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英國藉
BNO護照搞政治操弄，粗暴干預中國
內政和香港事務、企圖遏制中國發展
，只能是枉費心
機。
龍眠山

以習近平名義致崇高敬意 緬懷志願軍英烈豐功偉績

中朝四地向抗美援朝烈士獻花籃
日，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
重舉行。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出
席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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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公 報 訊 】 10 月 23 日 紀 念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抗 美 援 朝 出 國 作 戰 70 周 年 大 會 召 開 前 ，
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名義敬獻花籃儀式在遼寧瀋陽
抗美援朝烈士陵園、丹東抗美援朝紀
念塔和朝鮮平壤中朝友誼塔、檜倉
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等
據新華社
同志出席。
四
地隆
重
舉行
。
報道：23日上午
10月21日
8時45分，遼寧瀋陽
抗美援朝烈士陵園敬獻花
籃儀式正式開始。以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名
義敬獻的花籃擺放在烈士紀念碑正前
方。花籃紅色緞帶上寫着 「中國人民
志願軍烈士永垂不朽！」

老兵烈士家屬悼念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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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舉辦高規格紀念活動
近日，朝鮮以多種形式隆重紀念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
周年。10月21日，朝鮮勞動黨委員長
、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前往檜倉
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敬獻花籃。
同日，朝方以金正恩名義向平壤中朝
友誼塔敬獻花籃，並於10月22日分別
向遼寧瀋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丹東
抗美援朝紀念塔敬獻花籃。朝鮮黨政
軍相關機構也向平壤、檜倉兩處紀念
設施敬獻了花籃。

▼日朝鮮檜倉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舉行敬獻花籃儀式
新華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
副主席張又俠，中央黨政軍有關部門
、遼寧省委和省政府、駐瀋解放軍和
武警部隊負責同志，參加過抗美援朝
的志願軍老戰士、老同志代表和烈士
家屬代表，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官兵代
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各界群眾代
表等面向烈士紀念碑肅立，寄託對中
國人民志願軍烈士的深切緬懷和崇高
敬意。隨後，全場人員瞻仰了烈士紀
念碑並向五大烈士墓敬獻了鮮花。
當日9時整，以習近平名義向丹東
抗美援朝紀念塔敬獻花籃儀式隆重舉
行，中共遼寧省委書記張國清以及中
央黨政軍有關部門、遼寧省委和省政
府、遼寧省軍區及駐丹東部隊等相關

，以習近平名義向
朝鮮平壤中朝友誼塔、
檜倉中國人民志願軍烈
士陵園敬獻花籃儀式先後
舉行，中國駐朝鮮大使李進軍率全體
館員及其他在朝中方人員代表出席。
中朝友誼塔建成於1959年10月，
塔身正面有朝鮮語寫就的歌頌中國人
民志願軍英烈豐功偉績和兩國友誼的
碑文，兩側描繪有中國人民志願軍赴
朝場景和體現中朝兩國人民友誼的浮
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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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 在 遼
寧瀋陽抗美援
朝烈士陵園敬
獻花籃儀式上
，志願軍老戰
士、老同志代
表向烈士默哀
新華社

繼承抗美援朝精神 建設繁榮富強祖國
23日舉行的紀念中國人
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周年大會，有眾多來自各
行各業的代表現場參加。一
位來自國家部委的與會代表在會後對大公
報表示，聽了總書記的講話，最大的感受
就是湧起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回想當年
朝鮮戰爭爆發之際，那也是新中國剛剛成
立的艱難時期，我們的志願軍戰士義無反

振奮
人心

顧地奔赴異國他鄉，與實力懸殊的美軍作
戰，他們那種大無畏的勇氣和犧牲精神，
永遠值得國人敬佩與傳承。
另一位與會代表也說，朝鮮戰爭爆
發距今已有70年，雖然歷史遠去，但偉
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永不磨滅。對於今天
的國人來說，就應該立足本職工作，全
國上下一條心，把祖國建設得繁榮富強
，這就是對抗美援朝精神最好的傳承。

談到總書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
話，多位與會代表均表示，當總書記說到
「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
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這句話
時，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撼，非常提氣。各
位代表均表示，當前中國正處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我們更應該凝心聚
力、同仇敵愾，向世界展示中國和平發展
的決心和壯志。
記者 張寶峰

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不懼任何挑釁
23日，中國最
高領導人習近平在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
軍抗美援朝出國作
中央廣電總台
戰70周年大會上發
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全面回顧了
這場戰爭的艱辛歷程與歷史意義
，深刻闡述了抗美援朝精神的豐
富內涵與時代價值，精闢總結了
抗美援朝戰爭的五點啟示，釋放
出中國堅定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和
統一、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穩定
的清晰信號。
鑒往知來。今天，中國隆重紀
念70年前這場保家衛國的正義之戰
，不是為了延續對抗，而是要汲取
歷史經驗，從中獲得現實和長遠的
教益，更好地維護和平。與70年前
相比，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世界潮
流。但美國一些政客沒有吸收歷史
教訓，依然抱持零和博弈的冷戰思
維不放，大肆推行單邊主義、霸權
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對中國進行
瘋狂打壓，在全球挑動意識形態對
抗，甚至公然叫囂發動一場針對中
國的 「新冷戰」 ，妄圖剝奪中國正
當合理的發展權利，將世界重新推
向分裂與動盪。

國際
銳評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
人民愛好和平，永遠不稱霸、不
擴張，但絕不會吞下損害主權的
苦果。正如習主席在講話中鏗鏘
有力地表示，決不會坐視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受損，決不
會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侵犯和分
裂祖國的神聖領土。 「一旦發生
這樣的嚴重情況，中國人民必將
予以迎頭痛擊！」 毫無疑問，這
是對那些不自量力、企圖挑戰中
國核心利益的外部勢力發出的再
清晰不過的警告。
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合作
共贏是人間正道；霸權主義和強
權政治是死路一條。 「中國人民
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難和
風險面前，腿肚子不會抖，腰桿
子不會彎，中華民族是嚇不倒、
壓不垮的！」 作為中國近現代史
上可歌可泣的一頁，偉大的抗美
援朝戰爭及其孕育的精神，將激
勵中國人民敢於同一切風險挑戰
作鬥爭，堅定走和平發展、開放
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道路
，與各國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共同開創人類和平與發
展的美好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