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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

电 全国双拥模范城 （县）
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
表彰大会 20 日上午在京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亲切会见与会代表，向他们
表示诚挚问候，向受到命名
表 彰 的 全 国 双 拥 模 范 城
（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
表示热烈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会见
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 10 时，习近平等
来到京西宾馆会议楼前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
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
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李克强在讲话中首先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受命
名的地方和受表彰的单位与
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人民
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部队职
工，向烈军属、伤残军人、
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军队离
退休干部，向双拥工作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所有
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和服务
保障军队建设改革，进一步加大优抚安置保障，军队支援
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有为，在参与重大自然灾害抢险救援和
应对突发事件中当先锋，今年面对疫情，人民子弟兵闻令
而动、敢打硬仗，广大军民携手同心、共克时艰，取得了

抗击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彰显了军政军民团结的强大
力量。

李克强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
设，做好交通运输、后勤供给等保障工作，帮助改善边疆海
岛驻军官兵执勤和工作生活条件。一如既往为军人和家属排
忧解难，使广大官兵不为后路担心、不为后院分心、不为后
代忧心。今年稳就业难度更加凸显，要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加
精准及时的就业创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确保他们就业有

去处、创业有扶持、失业
有帮扶。拓宽渠道，确保
符合条件的随军家属都得
到合适安置。落实军人子
女就近入学、调动转学、
参加中高考优待等政策，
让 军 人 及 其 家 属 放 心 安
心。同时支持军队发挥优
势，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建
设。保障优抚安置等财政
支出，继续抓好双拥模范
创建活动，健全基层双拥
服务体系，努力开创双拥
工作新局面。

大会宣读了关于命名
411 个 全 国 双 拥 模 范 城
（县），关于表彰全国爱国
拥军模范单位和拥政爱民
模范单位，关于表彰全国
爱国拥军模范和拥政爱民
模范的决定 （名单见第十
版）。大会向受到命名表彰
的全国双拥模范城 （县）、
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代表
颁奖。有关军地代表发言。

丁薛祥参加会见，孙春
兰参加会见并主持大会，张
又侠、陈希、黄坤明、沈跃
跃、肖捷、马飚参加会见并

出席大会，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参加会见并在会上宣读表彰
决定。

大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在北京设主会场，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分会场。全国双
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代表，全国双拥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军地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及双拥办主要负
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了会议。

习近平会见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
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代表

李克强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王沪宁参加会见

金秋十月，全国双拥模范城

（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

人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

与会代表。411个城（县）、159个

单位和个人受到表彰。这次会

议，是对近年来双拥模范创建活

动成果的全面总结，也是推进新

时代双拥工作创新发展的深入

动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谨向

受到命名表彰的全国双拥模范

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致

以崇高敬意！向关心支持国防

和军队建设的中央和国家机关、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全国各族

人民致以衷心感谢！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军民的伟大

创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

显著政治优势。坚强的军政军

民团结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进程中，显

示了巨大威力，发挥了极其重要

作用。特别是近几年，地方各级

党委和政府、广大人民群众大力

支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倾力

服务部队备战打仗，认真落实拥

军优抚安置政策，用心用情解决

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为强

军兴军提供了坚强可靠保障。

全军部队忠实践行人民军队根

本宗旨，积极参加支援地方经济

社会建设，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圆满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汛救灾等

重大行动中听党指挥、闻令而

动、勇挑重担，积极发挥突击队

作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贡

献。举国上下，军爱民、民拥军

的氛围更加浓厚，军地相互支持

更加有力，军政军民团结的根基更加牢固。

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来自于人民、根植

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根本宗旨。新时代推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

军队拥政爱民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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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等在北京会见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

大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继领导指挥体
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两大
战役”之后，被称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的“第三大战役”。2018年 11月中旬，中
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拉开了这场关键战役的序曲。
时至今日，“第三大战役”进展得怎

么样？
10月中旬，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

公室的同志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军

队党的建设条例》《关于全面深入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人民武装警
察法》等一系列政策制度已出台，联合
作战、军事训练和后勤、装备等领域主
干政策制度正加紧拟制，计划年内构建
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
系基本框架。

当初，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统筹协调
难度大、专业化程度高、影响范围广、立
法周期长，而部队面临的大量紧迫问题
一刻也不能等。（下转第二版）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第三大战役”行稳致远
■本报记者 张科进

（一）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有一场战争深刻影响了

亚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走向，甚至撬动着今天大国

博弈的棋局。

70年前，鸭绿江彼岸的三千里江山，夜与昼

被炮火一次次撕裂，20多个国家直接或间接卷入

战争，双方300多万军队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

血搏杀，霸权主义者黯然离场，正义的旗帜重新

在北纬38度线上高高升起，和平的阳光才真正普

照古老的东方大地。

习主席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

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

如果说，西方军事史学家称公元前5世纪的

马拉松之战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那么发生在

20世纪中叶的抗美援朝战争，则是新中国诞生后

的第一声呐喊。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写道：“朝鲜战争对中

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

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

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

坠！”

其实，基辛格只说对了一半。伟大的抗美援

朝战争，不仅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中华民族

“换了人间”的崛起之战，更是世界进步力量“保

卫和平”的殊死之战。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家卫国，再也没

有什么语词像这4个字一样，能够深刻揭示中国

人民在经受列强长期凌辱后对这场战争的理解。

今天，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数据早已揭

秘——

在这场战争中，重要的战役、战斗134起，平

均每周就有一次；志愿军共歼灭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71万余人，击毁和缴获飞机4268架、

坦克1492辆、装甲车92辆、汽车7949辆，缴获（不

含击毁）各种火炮4037门……

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美国军队不得不

回到中国早就警告它不得跨越的那条著名纬线。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真

正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机遇和愿景。

从胜利的那一刻起，洗雪百年屈辱的中华

民族在迈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步伐更加坚定、

自信。

在随后的岁月里，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

风险挑战，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维护世界和平的

决心意志从未改变、历久弥坚。

（二）

中国，东北。

70年前的那个秋天，辽阔的黑土地上，漫山

遍野的大豆高粱，孕育着丰收的年景。

这幕场景，来之不易。当时，从持续百年之

久的干戈离乱中诞生的新中国刚满周岁。战火

耕犁的广袤国土上，到处是断壁残垣、瓦砾废墟，

河山欲待重整、神州渴盼归一、污泥浊水急需荡

涤……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经过了长期战争磨难

的中国人民，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深

知和平的宝贵，最积极地维护和平，最坚决地反

对战争。当时，一位诗人曾深情地写道：应该“让

卓娅和舒拉继续读中学第九班，让刘胡兰活到今

天成为劳动模范……”

但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战争，让新中国的安

全环境陡然恶化。

鸭绿江，一江寒水，风波骤起。朝鲜内战爆

发后，美国杜鲁门政府悍然派兵武装干涉，发动

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

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甚至悍然出动飞机

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和乡村，把战火烧到了新

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

与此同时，美国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派遣

空军部队进驻台湾基地，直接粗暴干涉中华民族

的统一大业。

和为贵，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

民族。然而，也正是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

明白了一个道理：“以战去战，虽战可也。”

抗美援朝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是帝国主

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在忍无

可忍的情况下，毅然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完全

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举”。

对于信奉“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的丛

林法则、叫嚣把中国“炸回到石器时代”的战

争狂人，仅靠声明和抗议是远远不够的，我们

只有也必须用侵略者听得懂的方式进行严正

回击。

一个刚刚结束百年苦难的古老民族，一个新

生的人民共和国，如果面对战火燃烧到家门口而

无动于衷，是难以在世界上挺直腰板的，和平生

活也只能是一个奢望。在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是

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历史选择。

“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殷鉴不远，日本

军国主义鲸吞朝鲜而后蚕食中国，从而使中朝两

国先后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惨痛教训刻骨

铭心。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1950年那个秋

天，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主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战略决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承担起保

卫和平的历史使命。

中国人民志愿军——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

殊的军事名词由此诞生。它将在以后的日子里

被全世界所关注，并最终成为坚强、无畏、勇敢的

代名词，也因它为维护正义、反对强权所建立的

不朽功勋而永垂史册。

中国人民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参战，是面对

侵略威胁，不得不打，必须打胜，别无选择。

历史的衔接，竟然如此间不容发。中国国内

解放战争最后一场战役——昌都战役结束的第

二天，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场战斗——云山阻击

战打响了。

抗美援朝战争，给美国人留下最深的一个印

象，就是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人为了捍卫

追求幸福生活与和平发展的权利、为了维护国家

的核心利益是有红线和底线的。

红线绝不容超越，底线绝不容踏破——

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三）

长津湖战役中，美国战地记者邓肯拍摄了一

张著名的照片——一名美军士兵脸上生满冻疮、

目光呆滞、仰望苍天。

当时，正值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邓肯问这

名士兵想要得到什么？沉思许久的士兵吐出一

个词——明天。

然而，许多美军士兵再也见不到明天了。

在长津湖战役中，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攻入西伯利亚、号称“北极熊团”的美第7师第31

团被全歼。该团印有“白头鹰”的蓝色军旗，作为

志愿军的战利品，至今被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中。

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先后横扫

美国“开国元勋师”骑兵1师，打垮号称“永远忠

诚”的陆战1师，粉碎“决不当第二”的步兵2师，

让“联合国军”10天溃逃300多公里，被歼3.6万

余人。

这是一幕怎样的战争奇观！衣衫褴褛的志

愿军官兵，拿着美军认为扔进炼钢炉都不配的简

陋武器，吃着美军认为连饲料都不如的少量食

物，在漫天飞雪的崇山峻岭中，顶着成吨落下的

钢铁火雨，前赴后继追逐着敌人的坦克和卡车，

生生造就了“美国陆军史上的最大败绩”。

志愿军的浴血奋战，深深震撼了对手，也深

深震撼了世界。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的朝鲜战争

纪念园，有这样一组雕塑——19个脸上写满疲

惫、眼神惊恐、身披斗篷的美军士兵，似乎正在穿

过一片危机四伏的战场。

这样的惊恐，几乎贯穿了整个战争的五次战

役。

美国人的心中，一定充满了疑惑——如果战

争胜负的天平单单取决于物质力量的比拼，这场

战争本来不应该有任何悬念。

据统计，1950年美国一共生产了8700余万

吨钢，接近世界总产量的一半，而中国只生产了

大约60万吨钢，还不到美国的百分之一。

《抗美援朝战争史》记载，美军即使攻击志愿

军一个连的阵地，也会动辄用几十辆坦克，且有

飞机支援，发射炮弹多达2000到3000发，而志愿

军在前三次战役中，总共才发射炮弹5341发。

当时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志愿军最

初入朝的 6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某主力军

90%的战斗员仍在用日军1905年设计的三八式

步枪……

于是，骄横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战

前在威克岛上会晤总统杜鲁门，自然得出这样的

逻辑——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言外

之意，我比你强大，飞机大炮比你多，你就不敢跟

我真打！

威克岛，WakeIsland，英语“醒来之岛”的意

思。但是，至少这位美国五星上将当时是不够清

醒的。

麦克阿瑟真正醒来，是在多年之后。他遇到

了一生中最强大的对手，他的傲慢与偏见，让他

和他的士兵，付出了惨重代价。

抗美援朝，是中华民族百年以来扬眉吐气的

一仗，既打出了国家安宁，也打出了民族尊严，更

打出了一支军队面对强敌的自信。

朝鲜五圣山，有两个小小的高地——上甘

岭。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战役，使这里成为美军的

“伤心岭”，也成为整个世界重新认识中国、重新

认识中国军队的“分水岭”。

43天的上甘岭之战，“联合国军”发射了190

多万发炮弹，投下5000多枚炸弹，付出了2.5万余

人的伤亡，却依然没有跨越这两座几乎被炮火削

平了的小山包。

上甘岭战役的沙盘，后来摆放在了西点军校

的课堂里。

（下转第二版）

正 义 之 战 必 胜
—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

■解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