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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5 年 9 月 3 日） 

习近平 

全国同胞们，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代表， 

尊敬的各位来宾， 

全体受阅将士们，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70 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

过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在这里，我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全

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

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加今天大会的各

国来宾和军人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

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

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

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

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

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

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

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

程。 

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

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

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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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

来。 

那场战争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 1 亿

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 3500 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 2700 万。绝不让历史悲

剧重演，是我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

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

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

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 

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

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

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

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

高事业。 

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

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

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中国人民将坚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决捍

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全军将士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

和平的神圣使命。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 30 万。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

努力。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 5000 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

灿烂的明天。 

前进道路上，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众一心，风雨无阻，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资料来源：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03/c1024-27543345.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03/c1024-275433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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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伟大胜利启示未来 

  在纪念胜利的日子回望历史，一场盛大的阅兵式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0 周年纪念活动推向高潮。人民军队整齐铿锵的步伐由

远及近，犹如从历史深处走来，带着正义战胜邪恶的荣光、肩负维护世界和平的

重任昂扬迈向未来，使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愈发信心百倍，对人

类维护和平推动发展的美好愿景充满期待。 

  胜利为和平奠基。今天，当神州大地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我们更加深情缅

怀那些为抗战胜利而前赴后继、血洒疆场的先烈们，更加深刻领悟到７0 年前的

那场伟大胜利对于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

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７0 周年大会上的深刻总结，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

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

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

民的尊敬”，“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胜利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坚决捍卫。岂能忘却二战的战火曾遍及亚洲、

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 1 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 3500

万。忘记为了夺取胜利、争取和平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或是无视企图歪曲历史、

美化侵略、掩盖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滔天罪行的言行，都意味着对历史的背叛、

对正义的亵渎。历史逐渐久远，但战争的幽灵从未走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

有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坚决捍卫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伟大胜利，我们才能维护

今天的和平发展，为人类守护住和平的天空。 

  抗战伟大胜利是不朽的丰碑，是民族命运的转折。探寻胜利的奥秘，思考历

史的演进，我们才能读懂历史这本最好的教科书，领悟到历史给予的深刻昭示，

获得开启未来的宝贵钥匙。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列强的侵略之所以不断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而

一次次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和中华民族精神

升华的历史进程，就是从沉沦走向复兴的不懈奋斗。 

  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毅然

决然地担负起天下兴亡，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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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中流砥柱。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旗帜的引领下，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中国人民空前团结，“把我们的血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谱写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史诗，取得全民族抗战的

伟大胜利，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铭记历史是为了“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这是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

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亦是今天必须担当

的责任和使命。从伟大胜利中汲取深刻的历史启示、深沉的精神动力，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精神，让历史照亮未来，我们就

能在仰望历史星空中明辨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沿着抗战先辈们开辟的复兴道路

阔步前进，在历史的长河里、时代的舞台上开辟民族复兴的新境界，书写人类文

明进步的新篇章。 

 

（资料来源：共产党员网 http://news.12371.cn/2015/09/04/ARTI14413630180049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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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抗战胜利纪念大会讲话显多重深意 

  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国政治心脏的核心区。 

  在此特殊时空背景下，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宣示中国对和

平、历史、世界安全、国际秩序和人类文明等方面的看法。 

和平 

  习近平在讲话中 18 次提到“和平”，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现实发展等多

方面强调了中国珍爱和平的强大信念、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庄严承诺，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发展到

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

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 

  在纪念大会上，习近平郑重宣布中国裁军 30 万。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 3 次主动裁军，先后裁减员额 100 万、50 万、

20 万。中国军队现有总员额 230 万。此次裁军后，中国军队总员额减至 200 万。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说，裁减军队员额，表明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的旗帜，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始终

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历史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７0 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历史是面镜子，反映过去，折射未来。爱好和平的人士回顾关于战争的历史，

是为了从战争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二战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 1 亿人，

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 3500 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 2７00 万。 

  如今重申铭记历史，并非宣扬仇恨，而是不容历史被否认、歪曲、篡改，防

止军国主义复活，维护来之不易的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只有铭记７

0 多年前的惨痛教训，才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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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安全 

  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

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分析人士说，中国抗战为恢复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世界帮助中国抗战也筑就了安全保障，生动体现了中国的世界安全观。 

  习近平 2014 年出席亚信峰会时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

安全观”。这个安全观同样适合于世界。 

  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

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

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 

  专家表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是中国的世界安全观的四大战

略维度，共建、共享、共赢则是这一安全观的三个战略支点。 

  世界历史与政治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说，在性质上，这一安

全观实际上是对冷战思维残存的否定与排除。 

国际秩序 

  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上任后，习近平 2013 年 3 月访问俄罗斯时首次提出，

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在 3 日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

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７0年前，中国直接参与设计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中国当然不会去推翻当年自己亲手参与建立的成果，也无意另起炉灶，再搞一套。

而是会与各国一道，真正把它维护好、建设好、完善好。 

  中国历来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同时也是国际和地区秩序坚定的维护者、建

设者和贡献者。 

  为了顺应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发展大势，中国愿与各国一道，与时俱进，推

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加公正合理，更加符合国

际大家庭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愿望。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调，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基本方向应该加以坚持，一是

加强国际关系的多边化，而不是单边主义；二是推动国际关系的法治化，而不是

丛林法则；三是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不是强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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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 

  习近平说，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

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

才是人间正道。 

  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 2014 年７月在巴西国会演讲时表示，我们应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

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说，只有全人类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才不

会自相残杀，才没有以邻为壑，才能携手共同迈向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才能保

存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他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其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加强沟通、相互协助，深化政治、

经济、文化交流。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将坚定捍卫有关二战的正确历史观，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

基础，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指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

为主线，推动国际秩序不断优化完善。 

 

 

（资料来源：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03/c_1116458469.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03/c_11164584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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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历史 举世同伐 

写在七七事变七十八周年之际 

  “是的 我是卢沟桥 我就是那历经千年风雨 也未曾垮掉 用石头铺就 

铁链串起的 联拱的大桥。”苏叔阳在诗歌《我是卢沟桥》中写道。 

  78 年前的今天，即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

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至今日，这一天在每个国人心中仍难以忘记。

之所以铭记和纪念，是对抵抗外敌入侵的流血牺牲者的缅怀，是牢记和平的来之

不易，也是告诫世人受侵略的历史不容重演。 

  然而，作为七七事变的制造者，日本国内围绕这一事件的起因和性质却仍认

识混乱，特别是安倍政权的扭曲史观和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这一现象已不

仅难让深受其害的邻国接受，更被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所唾弃和讨伐。 

  历史，不会忘记 

  七七事变发生时，与家人住在卢沟桥畔西侧的郑福来只有 6 岁，回忆起当年

发生的一切，老人印象深刻。 

  “那天，天还没亮，枪炮声就把我们震醒了，”郑福来说。 

  年幼的郑福来不得不经历血腥残酷的现实，跟随一家人四散逃命。待到北平

沦陷后，回到家中的郑家人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亡国奴。 

  谈到日军的罪行，郑福来老人难掩愤慨：“日本侵略军的罪行是否定不了的。

就拿卢沟桥来说，我们这儿的被害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大有人在，而我就是一个见

证者。” 

  每年 7 月 7 日前后，前往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缅怀历史的

观众都会多一些。 

  他们之中既有经历日本侵华战争的老人，也有稚气未脱的孩子。 

  有人在留言簿上写下“勿忘国耻”“牢记历史”，也有人对着展品泪流满面。 

  来访者中不乏外国人，他们认为所展出的一切都充满对未来的警示，也是对

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伟大胜利以及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重大贡献最好的记

录。 

  “侵略者的战刀举得越高，中华民族的反抗就越强烈。曾被讥为‘一盘散沙’

的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发出了最后的怒吼，”中国抗日战争史学

会顾问何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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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不容否认 

  这段为中国人民谨记的血泪历史，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肆无忌惮地篡改。他

们杜撰、扩散各种“阴谋论”，将七七事变以及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中

国身上。 

  作为日本社会整体历史认识混乱的反映，日本学校教科书对于七七事变的记

载也是或轻描淡写，或将责任归咎中方。 

  “是汲取历史教训？还是逃避历史事实？”这是日本历史学家、明治大学教

授山田朗 2013 年出版著述《日本如何面对历史》的一个核心设问。 

  山田朗说，遗憾的是，这两年来，以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日本政府的“历

史认识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顽固，倒退”。 

  山田朗指出，“宫泽谈话”，“河野谈话”，“村山谈话”是代表日本历届政府

历史认知的三个支柱。但安倍自上台后，先是删除了教科书审议基准中的“近邻

条款”，这相当于抛弃了“宫泽谈话”；再是以调查“河野谈话”为名，否定“强

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而在近期，安倍表面上声称继承“村山谈话”，实际上

却准备以“安倍谈话”的形式抹杀“村山谈话”体现的历史认知。 

  安倍近期暗示，今年 8 月发表的“安倍谈话”将以个人谈话形式、而不是形

成内阁决议后发表。对此，山田朗表示，“安倍谈话”有意抛弃“村山谈话”中

侵略、殖民统治等核心表述，但是如果以内阁决议形式出现，会在内外遭遇异议

和阻力。安倍企图以个人谈话的方式规避这些压力，在谈话内容上自行其是。 

  “首相作为政府代表，‘安倍谈话’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私人谈话，”山田朗

说，国际社会不会因此认为这是安倍“个人”的谈话，而是视为安倍代表日本的

谈话，安倍的解释“不会被国际社会接受”。 

  “历史负资产早晚要还债，越往后推，包括负资产的利息，历史负资产会不

断膨胀，问题就会越发严重，”山田朗说。 

  历史，昭示未来 

  今年 3 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时，在多个场合敦促安倍政府正视历史，

深刻反省日本在二战中所犯下的暴行。 

  “总结过去是实现和解的前提，”默克尔说。她还在讲话中提及“慰安妇”

问题、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加害等，意在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国

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早有定论，任何狡辩都不能蒙蔽国际社会，颠倒黑白更不

可能蒙混过关。这是忠告日本政府，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拥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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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末，就在安倍即将访美前，美国国内敦促其正视历史并就战争罪行道歉

的呼声不断高涨。超过 20 名众议院两党议员联名致信日本驻美大使，要求安倍

解决历史认知问题。 

  4 月 29 日，安倍在访美演讲中不提“侵略”“殖民统治”，更不提“道歉”。

此举引发国际社会更大规模的“讨伐”。5 月初，187 名国际知名史学家向安倍发

出联名公开信，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明确道歉，强调“否认”这一话

题或“大事化小”的态度“令人无法接受”。 

  随后，又有 269 名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欧洲、拉美等地的知名学者加入其

中，他们当中不仅有历史学家，还有政治学家、作家和宗教研究者。 

  这一行动的发起人、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亚历克西•杜登说，“我们的责任

在于促进日本的公开讨论，为今人和后人留下日本历史的真正记录”。杜登表示，

事实上，众多学者都意识到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出现让人担心的趋势。 

  在公开信上署名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高级研究助理马克•塞尔登也表示，自安

倍上台后，日本政治氛围发生许多变化，这封公开信意在引发各界关注。 

  即便是在日本国内，安倍内阁的扭曲史观也同样受到诟病。前日军“神风”

特攻队员冲松信夫就曾表示，当前日本社会否定侵略历史的声音增多，根源在于

许多人对当年侵略战争的失败原因和意义没有正确认识和真正反省。 

  亲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的 85 岁老人岩本农夫雄表示，不管安倍晋三今后会发

表什么样的谈话，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人民造成了

极大的损害和痛苦。 

  “我个人认为，安倍没有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反省，”现年 83 岁的桥村武司说，

“日本应该向德国学习，德国对历史进行了彻底反省，才与周边邻国实现了友好。

日本目前的做法令人遗憾。” 

历史不容忘记，历史昭示未来。只有正确认知历史，日本才能拥有未来。一

味地否认侵略历史，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头来受到世界同伐。 

 

 

 

（资料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15-07/07/content_2893323.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5-07/07/content_28933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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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抗战历史 弘扬伟大精神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弘扬伟大的

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众一心，风雨无阻，向着我们既定的目

标继续奋勇前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犹在耳畔。广大干部群众心

潮澎湃，社会各界反响强烈。 

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表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铭记苦难辉

煌的抗战历史，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抗战精神，自强不息、奋力拼

搏，坚定不移地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守望历史，面向未来 

纪念大会当天，在河北涉县八路军 129 师司令部旧址院内，抗战老兵、青少

年学生、机关干部、游客等 100 多人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大会实况转播。 

几位白发苍苍、身着绿色军装的老人吸引了人们目光。他们是亲身经历过抗

战烽火的八路军老战士。今年 94 岁的八路军老战士董聚激动地说：“有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有这样的人民军队，把保护国家的任务交给下一代，我一百个放心。” 

精神如山，重在传承。9 月 3 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生通过网络、电视、

广播等收看收听纪念大会盛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王文贵说，爱国主

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旗帜。高等院校要加强爱国主义和抗战历史教育，

培育广大学生正确的历史观，激发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激励大学生将自身的理

想追求与国家、民族和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最好的清醒剂。“总书记的讲话令人振奋，也让我想

起了爷爷。”在观礼台上亲历了纪念大会的北京市民张凌说，“我爷爷是中国共产

党党员，在一次对日寇的战斗中腿部中弹。我从小就在爷爷的身上看到了日本侵

略者的罪恶。千千万万的先辈牺牲生命驱逐日寇，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民政部公布的首批抗战英烈之一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之女、84

岁的高丽良观看阅兵直播，难掩内心激动：“小时候在重庆，经历日军大轰炸。

如果我们有强大的空军，侵略者岂敢放肆！” 

  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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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纪念活动必定会在海外侨界

产生持续、深远和重大的影响，必将进一步鼓舞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

吸、共命运。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大阅兵展示了国家实力。这也显示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

力，是和平与发展的保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詹文龙说，作为科研人员，要为

祖国的强盛添砖加瓦，把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把思想

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落实到行动中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鼓舞人心。“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村委会主任赵桂林热血沸腾。他说：

“作为一名和平时期的村干部，我深知责任的重大，使命的光荣。我一定会牢记

习总书记的话，弘扬抗战精神，克服困难，把我们村建成小康村。” 

 “抗战胜利结束了中国百年屈辱，开启了民族的未来，总书记铿锵有力的

讲话，一直回荡在我心中。”全国劳动模范、沈阳机床集团技术工人徐宝军激动

地说，“保卫和平，建设国家，需要强大的工业。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要认真

钻研工作，掌握核心技术，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贡献力量。” 

 “作为三峡库区移民重镇的万州区，正按照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深入实施重庆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王显刚说，

“我们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发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全力推进移民安稳致

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坚定理想信念，迈向民族复兴 

9 月 3 日，由中国海事局和国际航标协会环球学院联合举办的首期国际航标

管理培训班在上海“开学”。来自俄罗斯、印度、越南、南非等国家的高级航标

管理人员，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一起观看了纪念大会直播。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主

任王鹤荀在看了阅兵直播后说：“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要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为共同维护海上航路畅通和航行安全，为中国走向海洋

尽一份绵薄之力。” 

 “看到铁甲雄师隆隆而过，感到分外自豪、重任在肩。弘扬抗战精神就是

我们的动力源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高红卫聆听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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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讲话后激动地说，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主力军，我们将继续追寻“中国航

天梦”，不断增强国防实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 

总书记的讲话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胜

利日的豪迈与激情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

出新的贡献。 

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说，要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落实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转型升级为主线，重点实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

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战略，奋力开创改革发展和各项事业的新局面。 

 

 

（资料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5-09/05/c_134591222.htm）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5-09/05/c_13459122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