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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纪念日。在这样的日子，我们缅怀过往，

更能坚定前行之路。

1931、1937、1945……这些年份，像

一道道烙印，深深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它们是沉重的，因为背负着民族屈辱和

巨大牺牲；它们又是光辉的，因为昭示着

伟大胜利和民族复兴。

“东北危急”“华北危急”……民族危

亡时刻，中国人民毅然打响了争取民族

独立和解放的反侵略战争。

1931年，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

变，东北抗日军民奋起反抗，掀开了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日本制

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

民展开全国抗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

的14年间，从东北至华北、华南以及东

南亚的广大纵深中，中国军民英勇抵抗，

给日军侵略者以重创，给反法西斯盟国

以巨大支持。

14年，中国人民粉碎了日本侵略者

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罪恶企图，赢得了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称其为

“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

天动地的伟业”。

14年，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并消耗了

日军大批兵力，使日本法西斯“北进”对

苏联开战的计划落空，“南进”作战也无

法如期实施，有力地配合和策应了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其他战场。美国总统

罗斯福曾感叹：“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

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

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

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一寸山河一寸血。14年抗战，中国

的牺牲是巨大的。当时的中国，无论在

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与敌方力量差距悬

殊，中国人民几乎是以血肉之躯与侵略

者展开生死较量。据不完全统计，抗日

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

中军队伤亡380余万，占各国伤亡人数

总和的三分之一。

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中华民族达到

了空前的觉醒、空前的团结。抗日英雄

蔡炳炎在致妻书中说，“国将不保，家亦

焉能存在”；抗日名将陈翰章曾写道，“为

抗 日 救 国 而 奋 斗 到 底 ，绝 对 不 叛

变”…… 面对侵略者的铁蹄，英雄儿女

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

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缔造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正是凭借这种

精神，中国走向民族意识觉醒，并由此开

启了由衰弱走向复兴的伟大征程。

饱受侵略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

深感和平之珍贵、发展之迫切。让抗战

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力量，为中华

民族开拓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天的中

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各

国人民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捍卫用鲜血换来的和平
■孙 琦

据新华社丹麦奥胡斯 9月 1日电

（记者林晶）为纪念丹麦人贝恩哈尔·辛
德贝格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庇护数以万计
难民的义举、向世界传递和平心声，辛德

贝格雕像落成揭幕仪式 8月 31日在丹麦
奥胡斯市马瑟里斯堡纪念公园举行。丹
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为雕像揭幕。

玛格丽特二世在揭幕仪式上向南京

市和南京市民致以衷心的感谢。她表示
相信，这座雕像将激发参观者反思和感
恩。仪式后，玛格丽特二世还接受了南
京城市代表递交的“共筑和平”之约城砖
拓片。

中国驻丹麦大使冯铁在揭幕仪式上
说，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辛德贝格先
生拯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的生命，辛德
贝格的英勇无畏体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
神，也向人们昭示了和平的珍贵。

丹麦女王为中国捐赠的辛德贝格雕像揭幕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30日披

露，土方正在与俄罗斯洽谈购买俄新

一代战机苏-57事宜。三天前，埃尔

多安还与俄总统普京共同出席莫斯

科航展，专门参观了苏-57战机，其

传递的信息不言而喻。

从之前购买俄制S-400导弹防

御系统，再到现在洽谈购买俄第五代

战机苏-57，作为北约成员国和美国

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土耳其同俄罗斯

的军购合作日趋紧密，美国人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

这其实不难理解，土耳其扼守重要

地缘位置，美在其境内还设有军事基

地，土方采购俄制导弹防御系统和土俄

关系走近，直接威胁到美国的中东战略

利益。更何况，军售蛋糕还被老对手分

走了一大块，美国人自然无法接受。

剧情发展至此，其背后既有土耳

其自身战略考量，更离不开美国一味

高压产生的逆反效果。土耳其基于

价格性能优势选择S-400系统，美先

是经济制裁，后又将土排挤出F-35

战机项目，软硬兼施用尽手段，同时

还强制搭售价格更高的“爱国者”防

空系统，结果把盟友越推越远。

对于美式“强卖”，美国的另一个

北约盟友意大利也颇有微词。美国一

直试图通过施压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

军费开支，其潜台词是扩大美制军备

物资的进口。意大利直接指责美国这

种行为是强盗行径，是在变相牟取暴

利，并表示无奈之下可能会退出北约。

此外，美国高调插手欧洲“北

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威胁对参与

项目建设的俄罗斯和欧洲公司实施

制裁。这种以政治高压干涉商业合

作行为的背后，正是美国企图排挤俄

市场份额，以高价向欧洲兜售其液化

天然气的“强卖”逻辑。

除了“强卖”，美国在“强买”上也

毫不掩饰自己的任性。最近，美国总

统特朗普扬言要购买格陵兰岛，结果

遭到丹麦方面的严词拒绝。尽管双

方最终在重开岛上领馆问题上各退

一步，但“强买”别国主权领土的夸张

想法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刷新

了世人对美式霸权思维的认知。

交易基于自愿原则，自愿的心理

基础来自平等互利，这是现代经济社

会最基本的认知。美式“强卖强买”

之所以四处碰壁，正是背离了这一认

知。在一个力量更加多极且利益相

互交织的世界里，一国推动其利益的

实现也要充分考虑他国的安全关切

和利益诉求，一味基于力量逻辑的施

压与“单赢思维”只会招人反感，哪怕

彼此是关系密切的盟友。

交易的艺术在于协商，真正好的

交易结果应该是共赢。只顾自己利

益，无视他人诉求，动辄挥舞制裁大

棒，只会过度透支国家信誉，落得个

到哪儿都不招人待见的下场。时代

在进步，世界在改变，美国也该换一

种思维与其他国家打交道了。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记

者叶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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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俄武装力量
正在组建一支特殊部队以保护“军用互联
网”，其任务包括搜索和消除虚拟威胁。
报道称，执行隔绝网络威胁任务的连队，
已经在其所属的通信旅参与行动。俄国
防部表示，在其他部队建立这些分队的原
则性决定将于近期作出。这则消息再度
凸显了俄军对于网络战的重视。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网络安全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越来越大，
随之而来的是通过各种黑客行为破坏对方

的计算机网络和系统的“网络战”的诞生。
美国在互联网技术方面一向领先

于世界，近年来，其在推进网络军事化
方面也加快了步伐。2017年 8月，美国
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美军网络司令部升
级为美军第 10 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地
位与美国中央司令部等主要作战司令
部持平。2018年 9月，美国国防部公布
了特朗普政府首份国防部网络战略，明
确了俄罗斯的“假想敌”身份，大大加强
了美军网络行动的主动性。

俄罗斯围绕网络安全做出了一系列
举动。今年 2月，俄总统普京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针对美方行动表示，“全球互联
网是他们的发明，你们的一言一行，他们

都听得到、看得见，并且在进行信息收
集”，“我们有必要建立不依赖于任何人
的互联网”。随后，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
了“主权互联网”的新草案，该草案旨在
保证俄罗斯在遭遇美国等外部攻击的紧
急状态下，国内网络仍然能稳定运行。3
月，俄军宣布将建设自己独立的封闭式
网络，其所有重要信息都只保存在国防
部服务器上。俄国防部表示，该网络第
一阶段的建设工作将于今年年底前完
成，并在两年内投入使用。

组建网络特殊部队，再次表明俄罗
斯已清楚认识到，自己极有可能成为敌
对方发动网络战的对象，并为此积极备
战，网络战的步伐或已不断加快。

网络战，不断加快的步伐
■兰顺正

新闻分析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9月1日电 （记
者聂云鹏、王薇）萨那消息：也门胡塞武
装 1日说，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
战机 1日凌晨空袭了也门西南部扎马尔
省的一所监狱，造成至少 50 名战俘死
亡、另有大约100人受伤。

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
报道，遇袭的监狱位于扎马尔省中部一
个教育机构的建筑物内，监狱内关押着
约170名也门政府军士兵。

也门胡塞武装说

空袭致50人死亡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9月1日电 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8月 31日表示，如果
美国在几周内不能满足土耳其要求，即
土军队获得对叙利亚东北部“安全区”的
控制权，土方将在叙采取军事行动。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土方希望在
土叙边境的叙利亚一侧建立纵深约
32 公里的“安全区”，在区内驻军并清
除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美国
将“人民保护部队”视为盟友，土耳其
则视之为恐怖组织，这导致两国关系
紧张。

土总统就叙东北部

“安全区”问题发警告

据新华社巴黎8月31日电 （记者
徐永春）法国总统府 8月 31日发布新闻
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与伊朗总
统鲁哈尼通电话，讨论伊核、也门冲突等
问题。

公报说，马克龙在通话中强调应保
持当前良好态势，通过对话为缓和局势
及寻求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创造条件，
同时重申伊朗须充分履行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义务。另据报道，鲁哈尼在通话
中对法方维护伊核协议的努力表示欢
迎。他同时强调，欧洲国家须履行其在
协议中的相关承诺，否则伊朗将采取进
一步措施减少履行协议。

法伊总统通话

讨论伊核等问题

以色列国防军9月1日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境内发射

多枚反坦克导弹，以军随后向真主党发射导弹位置发射炮弹还击。8月下旬以

来，以军多次动用无人机对黎巴嫩境内真主党以及其他组织目标实施袭击。

以黎关系骤然紧张。

图为9月1日在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附近拍摄的以色列军人和军用车辆。

新华社发

以 军 与 黎 巴 嫩

真主党武装交火

我第7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

部署到加奥任务区已逾百日，官兵

在多点展开施工作业。

目前，一支38人的分遣队正在

离加奥300多公里的梅纳卡执行为

期数月的工程任务。40摄氏度的

高温，狂风肆虐的沙尘暴是这里的

常态；多个武装派别使当地安全局

势复杂，简易爆炸物、武装渗透等

恐袭风险层出不穷……按照联马

团的要求，我分遣队赶赴梅纳卡

后，立即开始执行构建超级营区安

防设施等任务。高温和危险的作

业环境，阻挡不了我维和官兵完成

任务的决心。

上图：施工现场配合默契。

右图：炎热天气下饮水解暑。

高 嵩摄影报道

马里——

中国维和工兵在行动
新华社乌兰巴托9月1日电 （记

者阿斯钢）为庆祝中蒙建交 70 周年，由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视听
中国，全球播映”蒙古国启动暨纪录片
《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蒙古语
首映式1日在乌兰巴托举行。

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指出，近年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积极落实中蒙人文交流一揽子计划，用
蒙古语译制了《生活启示录》《平凡的世

界》等中国电影、电视剧，在蒙古国相关
电视台播出后广受观众欢迎。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邢海明表示，
2014 年中蒙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以来，双方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互信不
断夯实，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丰
富多彩，中蒙关系快速向前发展。

蒙古国外交部长朝格特巴特尔表
示，蒙中两国应将友好关系不断推向新
的更高水平，促进共同繁荣。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
副司长周继红介绍了中蒙两国媒体交流
合作情况。

据介绍，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
“壮丽七十年 荧屏庆华诞”为主题，精选
70余部优秀视听作品，于8月至 10月，在
全球50多个国家60多个主流电视台和网
络视听媒体平台播出，并举办庆祝活动。
“视听中国，全球播映”活动还将在

俄罗斯、老挝、越南、匈牙利等国家举办。

“视听中国，全球播映”活动在蒙古国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