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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9月18日电（记者王振
宏ʩ冯雷ʩ强勇ʩ段续）九位冲锋战士冒着
炮火奋勇向前ČČ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
展厅这幅主题为đ决战决胜Ē的大型浮
雕，让人仿佛置身71年前在东北大地上
燃起的红色硝烟Ɉ这场改变中国革命时
局的关键之战，展现了党中央战略布局
的运筹帷幄和革命战士浴血奋战的巨大
伟力，更传达出民心所向和历史必然Ɉ

重温那一幕幕历史画卷，不难发现，
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不仅见证了新中
国成立的第一缕曙光，也记录着新中国
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发展的峥嵘岁月ʘ

ż跟我上Ž与ż给我上Ž的较量

ĀĀ这里，见证着中国共

产党人冲锋在前的红色传奇

墓碑默立，苍松偎依Ɉ辽宁葫芦岛塔
山阻击战革命纪念馆外金风送爽Ɉ然而
在71年前，这里曾连续六个昼夜硝烟
弥漫Ɉ

đ敌人各种口径的炮弹和飞机投下的
炸弹ɇ凝固汽油弹ɇ火焰弹，像雨点般地落
在白台山七号阵地上，两步一弹三步一
坑，阵地几乎被炸翻了ʘĒ参加过辽沈战役
塔山阻击战的老战士仇福林回忆说Ɉ

1948年10月10日，为支援攻打锦州，
东北野战军在距离锦州30公里的塔山阻
击国民党đ东进兵团Ē，以8个师的兵力对
抗敌人11个师ʘ在这场直接影响辽沈战
役结局的战斗中，我军击退đ东进兵团Ē
数十次猛烈进攻，为攻克锦州赢得宝贵
时间Ɉ

塔山既无塔也无山，东北野战军只
能就地挖壕沟御敌Ɉ四纵12师副营长鲍
仁川带领战士构筑工事，听到对面国民
党督战队喝令ż给我上Ž，看到敌人在炮
火掩护下蜂拥而至，他不顾通讯员的阻
拦拔枪率先冲了出去ʘ

整个战役，东北野战军各级指挥员
均靠前指挥Ɉ第九纵队总攻锦州时，当两
个营进入突破口，师长随即跟进指挥，两
个团进入突破口，纵队首长跟进指挥Ɉ在
攻打义县的战斗中，东北人民解放军炮
兵司令员朱瑞亲自到突破口考察，不幸
触雷牺牲Ɉ

知政失者在草野Ɉ在东北人民全力
支持下，仅用52天，东北野战军就彻底击
溃了拥有全套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Ɉ

ż人民军队指挥员ź跟我上Ż与国民
党军督战队ź给我上Ż的较量，往往是战
场上决定胜负的关键ʘŽ渤海大学政治与
历史学院副教授刘宝军说Ɉ

在众多史学家看来，包括辽沈战役在
内的解放战争最终结局，其实早已注定Ɉ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抉
择Ɉ蒋介石妄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独裁
政权Ɉ而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和平ɇ
民主ɇ自由ɇ平等的新中国Ɉ

đ得道多助ɇ失道寡助Ɉ这才是我党
领导的革命战争最终获胜的根本原因ɈĒ
辽宁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孟月明说Ɉ

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更名为东北
人民解放军）自1945年在东北组建，屡屡
以弱胜强不断壮大，从最初的13万人，到
辽沈战役开始前，拥有野战部队70万人ɇ
地方部队30多万人Ɉ这与广大群众的支

持密不可分Ɉ
ż父送子ʗ妻送郎，兄弟争先上战

场ʘŽ91岁的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会副会
长林楠回忆当年的动人场面：青年人戴
着大红花参军，壮年人推着小车支援前
线，妇女们聚到一块纳军鞋，踊跃支前Ɉ

đ辽沈战役特别是锦州之战的胜利，
为新中国成立迎来第一缕曙光ɈĒ从事相
关研究30多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副馆长
郭荣辉说Ɉ

辽沈战役的结局震惊全球Ɉ路透社报

道称，đ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败，目前已
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二十年存在期间的
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崩溃的边缘ɈĒ美国驻
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11月6日给国务
卿马歇尔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đ我们非
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ď国民党现政
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ĐɈĒ

此役胜利后，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
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万人ʘ
đ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
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Ē辽沈战役结束后的第5天，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中国军事形
势的重大变化》说，đ这是中国革命成功
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ɈĒ

ż跟着共产党有饭吃Ž

ĀĀ这里，印证着党为人

民谋幸福的不变初心

塔山阻击战前，塔山一带的树木被国
民党军砍伐一空Ɉ正当我军为修筑工事着
急时，塔山村农民王树德主动献出埋藏在
地窖里的三间房的木料Ɉ国民党军修工事
时曾逼要木料，把他打得死去活来Ɉ

今年49岁的王贵小时候常听爷爷王
树德讲起这事，他好奇地问为什么愿意
捐给解放军Ɉż跟着共产党，我们穷人有
饭吃！Ž爷爷的话至今印在他的脑海Ɉ

得人心者得天下Ɉ国防大学教授徐
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之所
以这么快能赢，关键在于政策得人心，其
中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土地改革ʘ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被称为đ土改
第一村ĒɈ82岁的老人罗庆宝说起这段历
史仍眼角含泪Ɉ73年前，他还是村口放哨
儿童团的一员，那时候这里被称为đ光腚
屯ĒɈđ有的夫妻俩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
谁穿ɈĒ他说，土改后分了房子ɇ分了地ɇ分
了手推车，ż没有共产党，就什么都没有ʘŽ

đ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
度ɈĒ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
学说Ɉ土地改革从东北解放区开始大规
模推进，我党土地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
转变为实现đ耕者有其田Ē，广大农民真
正翻身成了土地的主人Ɉ

ż东北地区的解放，吹响了全国解放
的冲锋号ʘŽ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
研究员张洪兴说Ɉ作为中国革命巩固的
战略后方，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东北肩负
起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艰巨任务Ɉ

仅在1949年，整个东北解放区就调
运给中央80万吨粮食ʗ150万立方米木
材；支援华北解放区20万吨粮食，支援关
内解放战争物资302万吨Ɉ

东北解放后，在全国率先将工作重心
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ɇ从乡村转向城市Ɉ

70年风云际会Ɉ新中国从一个积贫
积弱的国家，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百姓的生活也发生着翻天覆地
的变化Ɉ

进入新世纪，在我国重要的粮食产
区吉林省，前郭县达里巴乡四家子村农
民谭业君惊喜地发现：đ自古就有的ď皇
粮国税Đ没了！Ē2004年，我国实行减征或
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Ɉ2006年，全部取
消了农业税，9亿多中国农民因此受益ʘ

đ真是没想到，这场大病才花了这么
一点钱，真心感谢共产党ɈĒ83岁的辽宁
西丰县宣化村农民李淑梅，去年冬天因
一场急性阑尾炎住进医院Ɉ原本怕花钱
不愿去住院的她，没想到手术加住院总
共费用4530元，她自己只需承担454元，
除了医保报销一部分，剩下的住院费县
里给入的đ健康保Ē全部报销了Ɉ从辽宁
率先起步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随
着不断完善，已让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
身处新时代的幸福感ʘ

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
点Ɉ这里，印证着党为人民谋幸福的不变
初心Ɉ

从ż奠基者Ž到ż再出发Ž

ĀĀ这里，开启着新中国

现代化建设的蓝图

第一炉火红的钢水在这里喷涌，第
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在这里腾空，承载几
代人梦想的航母đ辽宁号Ē从这里启航ɇ
纵横远洋ĔĔ

东北不仅曾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
稳固后方，也是新中国现代化特别是工
业化起步发展的重要基地Ɉ

为了建设先进的工业国这一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东北率先绘制新
中国建设的蓝图：鞍钢ɇ第一汽车制造
厂ɇ哈尔滨电机厂ɇ吉林化学工业公
司ĔĔđ一五Ē时期，新中国在全国范围
内新建ɇ改建了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其
中有1/3的项目落户东北，为新中国建设
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Ɉ

如今的中石油吉化公司前身是吉林
化学工业公司，这里生产出了新中国第
一桶染料ɇ第一袋化肥ɇ第一炉电石，被
誉为đ共和国化学工业长子Ē，化工产品
源源不断地从松花江畔发往全国各地Ɉ

1965年末，化工部下达1966年生产
计划，把吉化化肥厂合成氨的生产计划
调增为年产30万吨，在工作量早已饱和ɇ
却又新增加的任务量面前，时任厂长王
芝牛发出誓言：ż就是头拱地也要把这座
山背起来ʘŽ他带领全厂职工đ革命加拼
命Ē，提前7天完成了生产任务，吉化的
đ背山精神Ē由此而来Ɉ

火热的革命建设热情，让东北涌现
了众多影响全国的榜样力量ʘđ宁肯少活
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Ē，铁人王
进喜的誓言，影响了几代中国人Ɉ

2019年9月26日，将迎来大庆油田发
现60周年纪念日Ɉ主导科技创新让大庆
油田原油产量不断递增ɇ进而跨入世界

特大型油田行列的đ第二代铁人Ē王启
民说：đ缅怀铁人ɇ追忆铁人，更要对照
铁人ɇ时刻审视自己，看自己是否坚定
理想信念，是否坚持吃苦在前，是否做
到尽心尽职ɈĒ

相比往日辉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
期，东北体制机制不活ɇ思想观念落后ɇ
市场化程度不高，一度陷入了发展困
境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了实
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历史性决策，
涉及体制机制ɇ结构调整等一批关键领
域的改革迈入深水区，东北正在努力摆
脱制约，逐步走出低谷，全力爬坡过坎ʘ

đ东北有着一大批ď大国重器Đ生
产企业，工业基础雄厚，还有着广袤的
平原和肥沃的土地，是我国产业安全ɇ
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ɈĒ吉林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丁肇勇说Ɉ

从保障中国饭碗，到锻造国之重
器ĔĔ去年10月，全球首台球床模块
式高温气冷堆蒸汽发生器在哈电集团
通过验收；今年3月，沈阳新松港口移
动机器人正式进驻新加坡这一全球最
大中转枢纽港，成功开拓室外重载移
动机器人这个特殊市场领域；今年4
月，中车长客股份公司为以色列特拉
维夫红线轻轨项目研制的首列车在长
春下线，这是我国100%低地板列车首
次出口发达国家Ɉ

改革创新不断释放东北的发展引
力Ɉ继去年底宝马集团向沈阳追加投
资41亿美元之后，今年5月以来，万达
集团ɇ腾讯集团ɇ恒大集团先后来到沈
阳，加大在东北的投资Ɉ

碧空蓝海，千帆竞发Ɉ不久前，2019
全国帆板锦标赛在锦州海岸举行Ɉ这座
拥有红色传承的古城，正大力发展海洋
旅游产业，开拓蓝色发展空间Ɉ

长风巨浪，更当中流击水Ɉ见证过
中国红色转折和蓝图起点的东北，正
绘就广阔的跨越发展新蓝图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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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蓝鲸蹈海，海面战舰驰骋，空中
战鹰呼啸，陆战精锐列阵ĔĔ

2019年4月23日，山东青岛，中国海军
迎来đ高光时刻ĒɈ来自61个国家的海军代
表团和13个国家的18艘舰艇远涉重洋，汇
聚黄海，共贺人民海军70周年华诞Ɉ

ż始终高举合作共赢旗帜，致力于营
造平等互信ʗ公平正义ʗ共建共享的安全
格局ʘŽ作为东道主，中国军队维护世界
和平的坚定决心引发各国海军代表团的
强烈共鸣Ɉ

70年强军兴军波澜壮阔，新时代崭
新征程气壮山河！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军队在中
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恪守性质宗旨
本色，全面履行职能使命，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强军之路，为实现国家富强ɇ民族
复兴ɇ人民幸福，为维护世界和平ɇ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贡献Ɉ

捍卫和平，中国军队实现
历史性跨越

这是一个让所有中国军人永远铭记
的故事：

1950年3月17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
到刘公岛进行设防考察时，因为没有船
不得不向当地渔民租了一条渔船Ɉ

ż海军司令还要租我的渔船？Ž渔民的
无心之问刺痛的不仅仅是海军司令的心Ɉ

这是一组呈đ加速度Ē跃升的统计
数据：

从2009到2019，短短10年间，人民海
军新型主战舰艇đ下饺子般入列Ē，数量
已从十位数向百位数递增，10年的变化，
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ʘ

大国需要盾牌，和平需要保卫Ɉ

70年来，几乎从零起步的人民海军
实现从小艇到大舰ɇ从木帆到航母ɇ从单
一兵种到五大兵种的历史性跨越Ɉ

ż强大起来的中国，强大起来的中国
军队ʘŽ国际军事观察家这样评价Ɉ

中国军队的强大，突出体现在这是
一支能打胜仗 ʗ捍卫和平的胜战之
师ŷŷ

从抗美援朝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从捍卫领空安全到维护海洋权益，在新
中国保卫国家主权ɇ安全和领土完整的
历次行动中，中国军队不辱使命ɇ英勇奋
战，无不取得光辉胜利，为中国人民的和
平劳动ɇ安居乐业提供了坚强后盾Ɉ

中国军队的强大，突出体现在这是
一支本色不改 ʗ服务人民的文明之
师ŷŷ

从1976年唐山抗震救灾到1998年抗
洪抢险，从2003年抗击đ非典Ē到2008年
汶川抗震救灾，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中国
军队始终本色不改ɇ宗旨不变，甘为人民
赴汤蹈火，任何时候都是一支让党和人
民放心的军队Ɉ

中国军队的强大，突出体现在这是
一支跨越发展 ʗ昂首向前的创新之
师ŷŷ

从đ小米加步枪Ē到đ两弹一星Ē，从
骡马化ɇ摩托化到机械化ɇ信息化，依靠
自力更生ɇ艰苦奋斗，中国军队已由过去
单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联合
的强大军队，由过去落后装备武装的军
队发展成为基本实现机械化ɇ加快迈向
信息化的强大军队Ɉ

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
设中发展ČČ70年来，中国军队紧跟党和
人民事业前进步伐，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
煌胜利，不断书写现代化建设新篇章Ɉ

强军兴军，新时代崭新征
程气壮山河

đ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
满铁血荣光！Ē

近年来唱响神州大地的《强军战歌》，
唱出了所有中国军人ɇ中华儿女的心声Ɉ

đ勇者无畏，强者无敌Ēđ我们是中国
海军，我们带你回家ĒĔĔ

这些近年来热映大片中直抵人心的
经典台词，点燃了亿万观众对强大军队
的热血豪情Ɉ

人民的心声和期盼，深刻揭示了一
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强大国家背后
必须有一支强大军队ʘ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Ɉ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建设一支强大军队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紧迫，ż强国必须强军Ž成为民
族走向复兴ʗ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ʘ

进入新时代，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国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
略方针，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而努力奋斗Ɉ

ŷŷ重振政治纲纪ʘ坚持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永远是建军之本ɇ强军之魂Ɉ
2014年10月底，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
田召开，在思想建党ɇ政治建军上迈出新
的步伐Ɉ

ŷŷ重塑组织形态ʘ国防和军队改
革大刀阔斧ɇ蹄疾步稳，建立起军委管
总ɇ战区主战ɇ军种主建的新格局，领导
指挥体制改革ɇ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
革ɇ军事政策制度改革đ三大战役Ē接连
实施，人民军队体制一新ɇ结构一新ɇ格

局一新ɇ面貌一新Ɉ
ŷŷ重整斗争格局ʘ中国军队全面

提高备战打仗能力，扎实推进各战略方
向军事斗争准备，在多项复杂严峻考验
中，都向党和人民交上了合格答卷Ɉ

ŷŷ重构建设布局ʘ把军民融合上
升为国家战略，一大批自主创新的主战
武器装备đ成批次ɇ成系列Ē列装部队，中
国军队的备战打仗能力显著提升Ɉ

ŷŷ重树作风形象ʘ从雷霆万钧开
展军队反腐败斗争到全面停止有偿服
务，纪检ɇ巡视ɇ审计在全军实现全方位ɇ
无死角ɇ零容忍，有效提升了全军将士的
士气，使全军面貌焕然一新Ɉ

đ浴火重生，征途如虹ĒČČ今年已
经105岁的老红军邹衍用这八个字形容
中国军队所发生的脱胎换骨的变化Ɉ

庄严承诺，ż中国号Ž和平
巨轮奉献世界

đ我愿将世上所有的颂赞和感激送给
你们，像密如织线的细雨ɇ像姹紫嫣红的
鲜花ɇ像馥郁芬芳的香味ĔĔ谨向中国维
和医疗队致以万分感谢和美好祝福！Ē

今年年初，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收
到了一封特殊来信Ɉ写信人名叫穆罕默
德，是一名生活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
他曾意外被狼咬伤，在中国维和部队军医
的悉心治疗下，身体逐渐康复Ɉ他写下这
封诗一般的来信，感谢中国军人的帮助Ɉ

这首来自万里之遥的đ战地赞美
诗Ē，道出了一个事实：中国军队的发展
壮大，给世界带来的不是战争与威胁，而
是和平与发展ʘ

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和平贡献有目
共睹！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
下，中国军队一次次走出国门，书写着
一支大国军队的责任与担当Ɉ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和裁军，
中国的和平诚意令世界动容ŷŷ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军队多
次裁军，军队员额由627万下降到200
万Ɉ2015年9月3日，在胜利日大阅兵
上，中国公开宣布将裁减军队员额30
万，赢得举世赞叹！

中国军队的ż朋友圈Ž越来越大，
构建起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国际军
事合作新格局ŷŷ

仅2018年以来，中国就先后与美
国ɇ俄罗斯ɇ印度ɇ巴基斯坦ɇ东盟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举行40余场联演
联训联赛，有效锤炼了部队ɇ深化了友
谊ɇ增进了互信Ɉ

中国军队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提
供的国际公共安全产品遍布全球ŷŷ

从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到维护国
际海上通道安全，从参加国际灾难救
援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到全方位开展
安全交流合作ĔĔ走出国门的中国军
队不断为维护一个更加和平ɇ安宁的
世界贡献力量Ɉ

自2018年12月以来，中国海军护
航编队已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为6600
余艘中外商船护航，日夜守护各国商
旅的海上安全Ɉ中国海军đ和平方舟Ē
号医院船服役10年来，先后访问43个
国家，惠及民众23万余人次，被外国友
人亲切地称为ż生命之舟Žʘ

像对待亲人一样传播友谊，像爱护
眼睛一样守护和平Ɉ这是一支大国军队
的承诺，这是新时代中国军人的追求！
（记者樊永强）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台
湾问题ʩ完成祖国统一
大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
责ʪ在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
中，形成了ż一个中国Ž
原则ʘ

20世纪50年代中
期，党和政府开始提出，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
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
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ʪ
Ž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
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
的方式解放台湾žŽ用和
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
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而避免使用武力žʪ但由
于种种因素制约，这些
主张未能付诸实践ʪ

1958年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ʩ
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
台湾同胞书》公开指出，Ž我们都是中
国人ʪ三十六计，和为上计žŽ世界上只
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žʪ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
谈话中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
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台ʩ澎ʩ金ʩ马
要整个回来，可以照原有方式生活，军
队可以保存，继续搞三民主义ʪ1960年
5月24日，周恩来将谈话精神概括为
Ž一纲四目ž，并通过张治中1963年1月
4日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方面ʪ

坚持ż一个中国Ž原则，以和平方
式解决台湾问题，为解决台湾问题ʩ实
现祖国统一指明了方向，为Ž和平统
一ʩ一国两制ž方针的确立奠定了政治
基础ʪ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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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2017年4月3日拍摄的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塔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的Ž祭奠塔山英烈ʩ缅怀革命前辈ž纪念活动ʪ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右上：工人在中石油吉化公司千万吨炼油基地进行维护作业（2015年9月18日摄）ʪ 新华社记者林宏摄
右下：2019年7月5日，工人在鞍钢集团鞍钢股份炼铁总厂新四号高炉进行生产工作ʪ 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70年中国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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