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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
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
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该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
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发表的《在联合国成

立 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上的讲话》《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在联
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
话》四篇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
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将于23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
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
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
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
转播。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23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北京10月21日电 记者王凌
硕报道：今天下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同韩国国防部长徐旭通电话。

魏凤和说，中韩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
伙伴。近年来，习近平主席与文在寅总统
多次会晤和通话，引领中韩各领域交流合
作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韩方共同努

力，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
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共
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两国军队
应继续加强高层往来和疫情防控、舰艇互
访、海空联络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军
关系深入发展。魏凤和还就国际形势、中
美关系、半岛局势等表达了中方立场。

徐旭说，韩方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和
军队抗击疫情的积极努力和取得的显著
成效。一个国家的努力无法战胜疫情，
韩中两国的抗疫合作为全球树立了典
范。韩方愿与中方强化沟通、推进合作，
继续推进两国防务关系发展，共同维护
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稳定。

魏凤和同韩国国防部长徐旭通电话

本报北京10月21日电 记者王士
彬报道：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回
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伟大爱国
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勇往直
前，浴血奋战，为保家卫国作出了重要贡
献。志愿军将士及英雄模范们的功绩，
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习近平指出，60 多年来，你们坚持
爱党、信党、跟党走，积极参与爱国主义
教育和国防教育活动，继续为党和人民
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现了初心不改、奋斗
不止的精神。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
的民族，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全
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
雄，大力弘扬英雄精神，汇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始建
于 1951 年，先后集中供养了 2800 多名

伤残军人，其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约
2200人。60多年来，该院伤残军人克服
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力所能及为祖国
建设作贡献，义务做传统教育报告近万
场，受众 300余万人次，产生了积极的社
会反响。2019 年，该院被表彰为“全国
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近日，该院
志愿军老战士涂伯毅代表全体伤残军
人给习近平主席写信，汇报工作和生活
情况，表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本
色，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
加瓦的决心。

习近平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
休养院全体同志回信强调

全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0月中旬，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多机种、多任务空战对抗演练，锤炼部队打赢能力。 王国云摄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阅兵式上，当 21
辆礼宾车组成的致敬方阵徐徐驶过天安
门时，坐在首辆礼宾车上的空军战斗英
雄、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韩德彩，举
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16岁参军，18岁学飞行，19岁奔赴
抗美援朝战场，韩德彩这名旧社会贫苦
的放牛娃，在人民军队中一步步成长起
来，在朝鲜战场击落敌机 5架，两次荣立
一等功，被空军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荣
誉称号。
“朝鲜战场异常残酷，今天的和平来

之不易。”韩德彩拿起手边的飞机模型，
讲述了与一位美军飞行员“化敌为友”的
故事。

1953 年 4 月 7 日，驾驶僚机的韩德
彩跟随长机在执行掩护机场任务时，战
机油料警告灯亮起，经请示后他准备返
航。突然，塔台里传来急促的呼叫：“拉
起来、拉起来，敌人向你开炮了！”韩德彩
也立即呼叫长机：“敌人向你开炮！”

话音未落，长机冒起白烟，韩德彩判
断长机的发动机被击中。危急时刻，为

掩护长机脱险，韩德彩立刻拉动操纵杆，
和美军飞行员在空中缠斗起来。此时他
驾驶的战机油料已经不多，无法长时间
与有备而来的敌人周旋。韩德彩灵机一
动，充分运用米格-15转弯半径小、机动
性好的特性，几个翻滚动作后占据了主
动。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韩德彩猛烈
开火，击中了敌机尾部的油箱，美军飞行
员被迫跳伞，后被志愿军俘获。顾不上
多看一眼惊险空战的战果，韩德彩驾驶
战机返航，刚刚进入跑道，发动机就骤然
停车。

时隔多年，韩德彩回忆起那一刻的
情形，依然抑制不住内心激动：“当时就
感觉非要把对方打下来不可，更惊险的
是油料告急，再晚十几秒，我就没法着
陆。后来他们说你太悬了，可军人怕死
就当不了好兵。”韩德彩后来才知道，当
天被他击落的是在朝鲜战场上执行过
70次空中作战任务的美国空军“双料王
牌”飞行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

1997 年 10 月 18 日，费席尔与韩德
彩在上海“久别重逢”。面对昔日的对

手，费席尔又是敬礼又是拥抱，并将一架
由其父亲制作、放置在他办公桌上 40多
年的 F-86战机模型赠予韩德彩。韩德
彩回赠的是他亲手书写的一幅书法作品
“着眼未来”。他说：“军人最懂和平的意
义，感谢和平让我们重聚，希望未来依旧
和平！”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韩德彩十分
关注公益事业，10年间在家乡先后捐建
了 2 所希望小学。他还经常受邀到学
校、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宣讲国防教育，
并在家中收拾出一间陈列室，把孩子们
寄给他的信件、手工作品和自己获得的
军功章放在一起。他说：“军功章是党和
国家对我的褒奖，这些信和物件是孩子
们对我的认可，都是我最珍贵的东西！”

1959 年，韩德彩首次参加国庆阅
兵，带领一个飞行梯队飞过天安门。
2019年，韩德彩坐在国庆阅兵式致敬方
阵的礼宾车里，抬头仰望 160 余架战机
组成的 12 个空中梯队呼啸长空，感慨
万千。
“人民空军是在战火中锤炼、在战斗

中成长起来的。当年，年轻的人民空军
凭着‘空中拼刺刀’的精神打出了一片和
平的天空，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如今，
空军官兵要牢记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
统，练强胜战本领，为祖国守护和平的天
空。”韩德彩说。

上海警备区杨浦第三退休所离休干部韩德彩—

放牛娃击落“双料王牌”飞行员
■程礼兵 本报特约记者 樊 晨

近日，6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为了和
平》经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后，在全
军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官兵表示：该片
反映的志愿军英雄事迹撼人心魄，抗美
援朝精神鼓舞人心。作为新时代革命军
人，要自觉继承弘扬抗美援朝精神，聚焦
练兵备战，争做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为推
进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该片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
性质和伟大胜利，通过一幕幕让人信服的
讲述和感人至深的战斗故事，让广大官兵

更加了解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更加深刻
感悟到党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程和
宝贵经验。今年从陆军工程大学毕业分配
到某部工作的助理工程师王阳说：“观看纪
录片时，我几度湿了眼眶。我们要加倍珍
惜先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和平生活！”第
73集团军某旅运输勤务营教导员熊作江
说：“第一集《正义担当》中，党中央、毛主席
毅然决定出兵朝鲜的情景让我印象深刻。
作为基层一线带兵人，我要带领全营官兵
练就过硬本领，当任务来临就能立刻出

击。”曾先后两次参加海外执教任务的武警
湖南总队株洲支队上士牛玉西感慨地说：
“片中，众多英雄前辈面对敌机狂轰滥炸、
用生命捍卫阵地的事迹，充分证明了战斗
精神的重要性。”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我们弥足
珍贵的精神财富。该纪录片深入反映
了抗美援朝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
值，集中展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
事迹和革命精神，让全军官兵备受鼓
舞，深受教育。（下转第三版）

大型电视纪录片《为了和平》在全军引起热烈反响—

继承弘扬抗美援朝精神 争做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本报北京10月21日电 特约记者
吴旭、通讯员魏石磊报道：10月20日，我军
唯一的专业体育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
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调整改革动员部署
大会在北京举行，标志着全军专业体育力
量调整改革正式拉开大幕。

会议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全军专
业体育力量调整改革的通知》以及《军委
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调整改革
工作方案》，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就调整
改革作出具体部署。

据了解，这次调整改革由中央军委统
一部署展开，有着优良传统和深厚底蕴的
我军“八一”军体队伍，在职能定位、规模结

构、参赛方式等方面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这次调整改革的总体设计和目标要

求，可从五个方面理解和认识：一是明确
根本指向。加快推进新时代军队体育建
设转型，强化服务部队、支撑战斗力建
设。二是调整建设定位。进一步突出军
事属性、转变发展方向，强化对部队军事
体育训练服务指导功能，构建与形势任
务发展相适应，特色鲜明、精干高效的专
业体育力量布局，推动军队体育建设由
面向赛场为主向面向部队为主转变。三
是优化力量结构。保留部分军事特色鲜
明的专业项目队，不再保留群众性强、社
会资源丰富的竞技体育项目队。四是规

范参赛要求。军队不再参加全国综合性
体育运动会和单项赛事，参加世界军人
运动会和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单项赛
事。五是细化职能任务。主要负责全军
军事体育训练基础研究、拟制标准规范、
开展技术服务、选拔培养骨干，参加国际
军体赛事和军事体育对外交流活动。

据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介绍，改革
任务完成后，将形成与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战略目标相匹配、与改革强军战
略要求相适应的军队专业体育力量新布
局，全面提升军事体育训练科学化专业
化实战化水平，提高对部队战斗力建设
的贡献率。

全军专业体育力量调整改革部署展开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志愿军将士及英雄模范们的功

绩，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习主席

近日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

体同志回信。习主席的回信，深切表

达了对革命伤残军人的诚挚问候，高

度肯定了志愿军将士的历史功绩，充

分赞扬了他们身上体现的英雄精神，

必将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社会大力

弘扬英雄精神、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

磅礴力量。

“无坚不摧是精神。”英雄之所以

伟大，不仅在于他能在关键时候义无

反顾、挺身而出，还在于他身上所展现

的崇高风范和英雄精神。英雄精神是

初心不改、奋斗不止的精神，是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激励我

们开拓前行的强大力量。对一切为

党、为国家、为军队、为人民作出奉献

和牺牲的英雄模范，我们都要发扬他

们的精神，从他们身上汲取奋进的动

力，共同为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

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每思祖国金汤固，便忆英雄铁甲

寒。一部抗美援朝战争史，就是一部志

愿军将士用青春和热血写就的英雄

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

军发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勇往直前，浴血奋战，为保家

卫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们中，涌现

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杨

春增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

功臣集体。这些英雄模范身上集中体

现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无愧为中华民

族的优秀儿女，无愧为保卫祖国安全和

世界和平的忠诚卫士，无愧于“最可爱

的人”的光荣称谓。他们的功绩彪炳史

册，他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

要英雄精神。”我们要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肩负

的使命十分光荣、面临的任务十分艰

巨，更加需要全军官兵崇尚英雄、学习

英雄、关爱英雄，大力弘扬英雄精神，

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抓紧工作，始终

做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奋斗者，不断推

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努力开创

新时代强军事业新局面。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

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崇尚英雄才

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

出。全军要深入学习宣传中国人民志

愿军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传承弘

扬他们身上所展现的非凡品格和伟大

精神，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

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

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

史功绩。

大力弘扬英雄精神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