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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7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

以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彻底打败了法西斯

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

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

7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

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

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

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

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

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

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

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

在中华民族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正义事业

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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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海内外中华儿女，

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

为了胜利而壮烈牺牲的所有英灵，向惨遭侵略者杀

戮的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5000多年，中国人民以非

凡的创造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但是，1840年以后，由于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

治的腐朽，中国饱经沧桑磨难，中国人民遭受深重

苦难。日本对华持续侵略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

最黑暗的一页，日本反动统治者一次次侵略中国，

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侵占台湾和澎湖列

岛，1900年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北京，1904

年发动日俄战争、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主权，1914

年侵占青岛，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1931年策动

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1935年制造华北

事变，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

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

占的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日本军国

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巨大的灾

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

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

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抗

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

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

志和行动，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

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

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

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

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

度。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

禹、张自忠、戴安澜等殉国将领，八路军“狼牙山

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

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

千千万万抗日将士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以铮

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

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

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有力捍卫了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

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

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

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

族声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坚定了中国

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了古

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爱国主义是我

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

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面对国家和民族生

死存亡，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

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爱国主义是激励

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在历史洪流

中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驱动中华民族这

艘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引领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迸发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壮丽旗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

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自

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

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

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在抗日战争

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

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

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

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

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

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

护了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

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

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

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

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

流。毛泽东同志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就明确提出：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

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

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中国共产

党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

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敌后根

据地军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

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

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

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

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

以弱胜强的雄浑史诗，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儿

女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

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

胜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世界上爱好和平

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等各种反法西斯

力量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的宝贵援助和支

持。苏联给予中国抗战有力的物资支持，美国

“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朝鲜、越南、加拿

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一大批反法西

斯战士直接投身中国抗战。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印度医生柯棣华不远万里来华救死扶伤，法国医

生贝熙叶开辟运输药品的自行车“驼峰航线”，德

国的拉贝、丹麦的辛德贝格在南京大屠杀中千方

百计保护中国难民，英国的林迈可、国际主义战

士汉斯·希伯等记者积极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壮

举。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格永远铭记在中

国人民心中！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

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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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

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保持中日长期和平友好

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维护亚洲和世

界和平稳定的需要。在两国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

上，和平友好是主流。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到今天的

水平，来之不易。我们应该以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

思考和谋划两国关系，坚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

基础上，积极推动构建携手合作、互利双赢的新格

局，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展。

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

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

屠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中国人民和

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事

实不容抹杀，也是抹杀不了的。任何否认侵略历

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都不能

不引起中国人民和亚洲国家人民的极大愤慨、严

厉谴责、高度警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谴责侵略者

的残暴，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和教训，不是要延续仇

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

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

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世界各

国人民永享和平安宁。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年来，中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

成就，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

前景。全体中华儿女为之感到无比自豪！

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仍

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荆棘坎坷。我们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压倒

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敢于

斗争，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

产党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只要我们

深入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不难发现，鸦片战

争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呈现各自为政、一盘散

沙的乱象，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民

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价

更大，我们的国家更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

就、更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是

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所在。我们要聚精

会神抓好党的建设，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

纯洁、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力。全国各党派、

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要紧密团结在党

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向前进。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

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

宗旨，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问题直接关系党和人

民事业兴衰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

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取得的宝贵成

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于中国人民共

同奋斗，扎根于中华大地，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

安宁的正确道路。无论遇到什么风浪，在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都要一以贯

之，决不因各种杂音噪音而改弦更张。随着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断

向前，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们的制度必

将越来越成熟。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和改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和丑化中国人民建

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

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

植根人民，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我们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开拓事业

新局面，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任何人任何势

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

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斗争

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在斗争中成长

和壮大起来的，斗争精神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时期。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克难的重要

阶段，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

少。我们必须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奋勇搏

击、迎难而上。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

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

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

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

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毫不退缩，直至取得

胜利。历史必将证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历史脚步是不可阻挡的。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

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改变中

国的前进方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

的努力，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遭受列强的侵

略、凌辱、掠夺达百年以上，但中国人民不是从中学

到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

的决心。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

下一家”理念，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

人民热爱和平、珍惜和平，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坚决反对

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处理国际争端，坚决反

对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幌子肆意干涉

别国内政。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同各国人民携手努

力，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而不懈奋斗。任何人任何

势力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破

坏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坏人类

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鉴往事，知来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辉彼岸奋勇前进。这是对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所有先烈、对为中华民族独

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献出生命的所有英灵的最好

告慰。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年 9月 3日）

习近平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为隆重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5周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
院发出通知，公布第三批80处国家级抗战
纪念设施、遗址名录；退役军人事务部发
出公告，公布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
英雄群体名录。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抗
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
放战争，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
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自 1931年九一
八事变中国人民揭开局部抗战的序幕，到
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中国人民在亡
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同仇敌忾、浴血奋
战，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涌现出一
大批抗日英烈。他们身上展现的天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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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
们的伟大功绩，与日同辉、永载史册。

这次公布的 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
施、遗址，是在各地推荐上报、社会公开征
集、专家和相关部门集中研究讨论、实地
查看的基础上遴选出来的，综合考虑了纪
念设施、遗址的纪念意义、纪念内容、建设
规模、保护现状以及作用发挥情况等。主
要包括纪念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重要战
役战斗、为抗日战争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
英烈、为支援中国抗战而牺牲的知名国际
友人的纪念设施、遗址。其中大多已被公
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国防教育示

范基地。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的遴选，综合考虑了英烈的
抗战事迹、牺牲情节和社会影响力等。这些英烈涵盖了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各个方面，包含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
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国民党抗日将士，民
主爱国人士和援华国际友人等不同群体的代表。

国务院通知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抗战纪念
设施、遗址的保护管理，做好抗战史料文物和英烈事迹的发掘整理、
宣传陈展工作，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性拜谒、参观活动，教育引导广大
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充分认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犯下的罪行，牢记中
华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重要历史贡献，学习宣传抗日英烈的
英雄事迹，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
凝聚力、向心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名录见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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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花篮的红色缎带上写着“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10时整，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

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起来！不
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激昂的旋律响彻卢沟桥畔，再次将人们的记
忆带回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烽火岁月，重
温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抗战的伟大精神。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
勇牺牲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4名礼兵抬
起 7个花篮，缓缓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序厅，
将花篮摆放在象征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
铁壁》前。

习近平等缓步登上台阶，走进纪念馆序厅，在花篮前
驻足凝视。火红挺拔的花烛、缤纷绽放的兰花、芬芳吐蕊
的百合，寄托着对抗战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
随后，其他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依次进入纪念馆序

厅献花。
蔡奇主持仪式。丁薛祥、许其亮、张又侠、陈希、

黄坤明、张春贤、肖捷、马飚，以及李作成、苗华、张升民
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参加
仪式。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
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
役中国的图谋，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
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
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
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
族声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
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
生的历史新征程。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
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
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
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
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保
持中日长期和平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

根本利益，符合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
的需要。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
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
重要政治基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
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胜利，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
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
世代代友好下去，让世界各国人民永享和
平安宁。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5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愤图强、艰苦
创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功开
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
光明前景。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必须坚持斗争精神，必须坚定不移走和

平发展道路。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
宗旨，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
力企图歪曲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否定和丑化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
成就，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
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
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
加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阻挠中国
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国人民都
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破坏中国
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
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
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王沪宁在主持座谈会时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具
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贯彻落实。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锐意进取、埋
头苦干，继续把无数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
向前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

座谈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曲青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主任苗华，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代表
王恩田，青年学生代表钱菱潇先后发言。

丁薛祥、王晨、许其亮、张又侠、黄坤明、
蔡奇、陈竺、肖捷、张庆黎出席座谈会。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及抗战将领
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
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
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
际友人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出席
座谈会。

9月3日，上海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系列活动，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胜利广

场举行。图为当日，驻沪海军官兵撞响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的钟声。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