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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
创未来。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5周年向抗战烈士敬
献花篮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北京西郊卢沟桥畔宛平城
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雄伟庄严。纪念馆前广场上，鲜
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独立
自由勋章”雕塑格外醒目。纪念
馆正门上方悬挂着“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5周年”横幅。大门两
侧，威武的三军仪仗兵持枪伫
立。

9时57分，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来到这里。习近
平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前的平台上肃立。参加过抗日
战争的老战士和抗战将领亲属
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为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
的国际友人遗属代表，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官兵代表，首都各界群
众代表，面向纪念馆肃立。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
和抗战老战士老同志、首都各界
群众分别敬献的7个花篮一字排
开，摆放在纪念馆前平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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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3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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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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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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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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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胜利日，五个“绝不答应”掷地有声

本报潍坊9月3日讯（记者
蔚晓贤 马媛媛） 9月3日，在中
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
法西斯胜利7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
际，潍坊市为乐道院·潍县集中营
博物馆举行庄严的开馆仪式，同
时在此为其挂牌“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这几栋散落在潍坊繁华
闹市区的百年建筑，经历战争的
洗礼，如今迎来了新的使命。

在今天的潍坊市广文中学和
潍坊市人民医院虞河区间，散落
着几座深灰色的19世纪末期的欧
式建筑，有默然肃立的老教堂，还
有青砖红瓦的乐道院。1942年，日
军驱逐乐道院周围的中国居民，
并把长江以北的美英等国侨民陆
续掳来关押，集中营最多时关押
在华欧美侨民1500多人，一度成
为亚洲规模最大、关押人数最多
的同盟国侨民集中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的建
设，乐道院的历史渐渐被人淡忘。
2019年5月潍坊市委作出决定：理
顺乐道院产权体制，乐道院所属
建筑划归市博物馆统一管理，并
提出争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的总目标。

据新华社北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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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公布的80处国家级抗战
纪念设施、遗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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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3日同俄罗斯总统
普京互致贺电，庆祝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75年
前的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
苏联对日作战的胜利，宣告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中
俄双方分别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
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承
受了巨大民族牺牲，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历史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俄同为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和
平发展事业负有重要责任。我愿
继续同你共同努力，以纪念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为契
机，引领中俄两国深化全面战略
协作，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捍卫
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
积极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在那场
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我们两国和
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
谊。今天，这种互助精神不断得以
发扬光大，促进俄中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蓬勃发展。

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公布
山东省有10处入选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习近平出席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

潍坊原二战集中营

变身博物馆

名称 地址

鲁中抗日战争展览馆 济南市莱芜区汶阳东大街43号

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 淄博市张店区四宝山街道太平村

马鞍山抗战遗址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小口头村

玉皇顶抗日武装起义遗址 烟台市莱州市文昌北路29号

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和陈列馆 潍坊市寿光市台头镇巨淀湖畔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磨山峪旧址 泰安市岱岳区房村镇磨山峪村

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园 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梭庄村

渊子崖烈士纪念塔 临沂市莒南县板泉镇渊子崖村

苏村烈士陵园 聊城市莘县张寨镇苏村

湖西革命烈士陵园 菏泽市单县南城街道健康路1号

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山东省）

9月3日上午，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 新华社发

庆祝反法西斯胜利75周年

习近平同普京互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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