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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通·椰海芙蓉小区”项目位于文昌市清澜北三环路，规划总用
地面积17505.06平方米，属《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
项目总建筑面积48683.46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43759.52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4076.98平方米，容积率2.4998，建筑密度19.68%，绿
地率35%，停车位488辆。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项目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4年12月13日至12月27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规划网、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
一楼文昌规划局规划报建股，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曾祥根。
2014年12月13日

文昌市规划局
“升通·椰海芙蓉小区”规划批前公示

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
民抒怀”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创办书画家协会等方
式，弘扬中国精神，传承中国文化，凝聚中国力量。

近年来，国家和一些省区新闻界相继设立书画家协会，对增
强新闻界文化凝聚力、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日前，经海南省委宣传部批准，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
理事会议审议通过，设立“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目前各
项筹备工作正紧张进行。

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是由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领
导、省文联及省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指导的，全省新闻系统
书法家、美术家、篆刻家、刻字家、书画理论工作者、书画教育工
作者、书画活动组织者等自愿组成的书画专业协会，是全省新闻
界书画家、书画爱好者为繁荣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继承中国传统
文化、发展现代先进文化、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贡献力量的非赢
利性群众团体。

该协会的业务范围是，组织或协同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进
行新闻书画人员的培训工作；书法、绘画、刻字艺术理论研讨、艺
术创作、学术交流、成果展示，比赛和评奖；书画出版、书画艺术
咨询服务；书画艺术产业经营；民间和省内外及国际书画艺术交

流等。
该会实行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制。我省各级各类新闻媒体

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新闻性期刊、新闻网络等单位，中央驻琼
各新闻单位，以及在上述单位工作（或退休）的书画工作者、爱好
者，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新闻管理岗位上的书画工作者、爱好者，
原任职新闻单位的旅琼书画家，承认本会章程并交纳会费，可申
请成为本会的会员。国家或省级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会员，
为本会当然会员。

欢迎符合以上条件的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积极申请加入。
详情请点击：
南海网
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14/12/09/

017176783.shtml
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http://www.hnntv.cn/html/2014/sn_1209/80864.html
协会办公地址：海口市南沙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办公大楼

15层
咨询电话：0898-66804908 黄敏
邮箱：181680034@qq.com

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筹）

汇聚琼州雅士 蔚成书画新风
海南省新闻界筹备设立书画家协会

保利·半岛1号交房公告
尊敬的保利·半岛1号业主：

我公司开发的保利·半岛1号一期1-4#号住宅公寓楼
已通过政府相关部门验收，定于2014年12月29日-31日
集中办理交房手续，详情如下:

一、交房地点：保利·半岛1号1号楼一楼
二、交房注意事项：准备需缴纳的相关税费、身份证

原件、购房合同、发票、入伙通知书等。
三、详情请咨询：0898-62536666
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恭祝您入伙大吉！
特此公告！

万宁腾远发展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14日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缅怀南京大屠杀
的无辜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
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
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
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
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中国城乡战火连绵、
硝烟四起，中国人民生灵涂炭、苦难深重，
中国大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
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
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
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三分之一建
筑遭到毁坏，大量财物遭到掠夺。侵华日
军一手制造的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惨
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案”之

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
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

令人感动的是，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
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
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
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
略者的残暴行径。他们中有德国的约翰·
拉贝、丹麦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美国的
约翰·马吉等人。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
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震惊了世界，震惊了一切有良知的人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南京大
屠杀惨案进行调查并从法律上作出定性
和定论，一批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
本战犯受到了法律和正义的审判与严惩，
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
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
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

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
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亿
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
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强

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
英雄气概。面对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本
侵略者，具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
没有屈服，而是凝聚起了同侵略者血战到底
的空前斗志，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念。
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引领下，在全民族各种
积极力量共同行动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
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共御外敌。

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
人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的沉重代价，
用生命和鲜血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也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谱写了中
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

诗，彻底洗刷了近代以后中国屡遭外来侵
略的民族耻辱，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
信心和自豪感，也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开辟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创造了重要条件。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自古以来，和平就是人类最持久的夙

愿。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滋
润。有了阳光雨露，万物才能茁壮成长。有
了和平稳定，人类才能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

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
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惜和
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
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

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
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
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
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
意味着重犯。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

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
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
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
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一切罔顾
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
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
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
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
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

往。”近代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人
民无数次经历了战争磨难，更加懂得和平
的珍贵。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
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和平而不是
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
步的永恒主题。

刚才，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鼎庄严揭幕。我们设置这尊鼎，就是
要向世人宣告“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
矢弗谖，祈愿和平”的心愿。

此时此刻，我们要告慰所有在南京大
屠杀惨案中不幸罹难的同胞们，告慰所有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不幸死难的同胞们，告
慰所有在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中
英勇牺牲的同胞们，告慰所有在为争取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的伟大斗争中英勇献身的同胞们：今天的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保卫人民和平生
活坚强能力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任人宰
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奋斗。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无比光明。

此时此刻，中国人民也要庄严昭告国
际社会：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决
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中国人民将坚定不
移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愿同
各国人民真诚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携手努力！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
（2014年12月13日，上午）

习近平

13日是我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当天公祭仪式上“国家
公祭鼎”揭幕。

国家公祭鼎的规模与形制如何？由
谁设计制造？鼎上铭文是何内容？

国家公祭鼎采用“三足两耳”的器
型，以在安徽寿县出土的东周时期用来
祭祀的礼器、最大的圆鼎“楚大鼎”（又
称“铸客大鼎”）为原型，按等比例放大
铸造，既保存古代青铜器的古朴之美，
宏伟壮观，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现有纪念碑、和平大钟、灾
难墙等其他纪念物相协调，又与祝贺、
庆典用的“大克鼎”“大盂鼎”“毛公鼎”
等器型相区别。

据了解，鼎高1650mm，鼎上外口
径 1266mm，内口径 1156mm，鼎耳高
498mm，鼎 足 高 915mm，底 座 为 高
450mm，长宽各 2000mm 的黑金沙
石。铜质的鼎身和铜质的底座重2014
公斤，石质的底座重 1213 公斤，象征
2014年12月13日举行首次国家公祭。

据设计者之一、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邬烈炎介绍，鼎上颈部和两耳侧面纹饰
以南京市常见绿色植物的枝叶为图案元
素，象征着绿色和平、生命重生；铜质底
座部分铸有南京标志建筑城墙图案，象
征首次国家公祭举办地；鼎颈部纹饰为
传统雷纹，鼎足上端采用犀角纹，足下端
为象腿足形，两足在前，一足在后，圆睛
张目，粗犷有力，象征中华民族在历史记
忆中觉醒，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

在国家公祭鼎正面，用骈文体写
成的铭文共160个字，魏碑简体字，内
容对仗押韵，立意内涵深刻、行文气势
磅礴，与鼎浑然一体。描述了南京大
屠杀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对
遇难同胞的痛悼、祭奠，以及南京大屠
杀激发全民抗战，中国人民最终取得
胜利的历程。

鼎的后侧左右两边则铸有记事，共
287个汉字，楷体简体字。详细记载了立
法设立“国家公祭日”和举办首次国家公祭
的事实。

记者 霍小光 蒋芳 蔡玉高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揭秘
“国家公祭鼎”

13日，团
海口市委、团
龙华区委在海
口市金牛岭解
放海南岛战役
烈士陵园举行
“铭记历史 青
春同祭”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
公祭仪式。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 12月 13日讯（记者彭青
林 通讯员宋起来）12月13日上午，三沙
市驻永兴岛军警民在日军侵略三沙留下

的“日本楼”前举行集会，纪念我国首个国
家公祭日。

在集会上，三沙军警民表示，要牢记

历史、勿忘国耻，凝聚力量、圆梦中华。
1939年3月，日本军队侵占我西沙群

岛，并在永兴岛修筑炮楼和工事，长期掠
夺资源。保存下来的日本炮楼，已经成为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西沙群岛的铁证，也是
驻岛军警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三沙军警民举行公祭集会

12月13日，位于海口市金牛岭公园
的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庄严、肃穆。

上午9时30分许，来自共青团海口市
委、团龙华区委、海南省职业技术学院、海
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等单位
的数百名青少年在此集聚。

10时10分，庄严高亢的国歌声后，全
体人员低头默哀一分钟，以此告慰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

“77年过去了，历史的烟云虽已飘散，但
那悲惨的一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
这里举办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祭奠
死难同胞，是为了牢记历史创伤，吸取教训，
居安思危，痛定思痛，并且奋发图强，知耻
而后勇。”海南省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于
春德慷慨激昂，在烈士纪念碑前宣读了《永
不忘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祭文。

随后，身着校服的少先队员们高声献唱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并向烈士敬献花篮，追思革命先烈的丰

功伟绩，感受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在
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行三鞠躬礼，有序瞻
仰烈士纪念碑，对烈士致以崇高的敬仰。

共青团海口市委负责人表示，历史的
经验告诉我们，国富则民强，国衰则民弱，今
天的中国已然成为一条腾飞的巨龙，国家和
人民饱受凌辱的历史已成过去，团海口市委
在此举办公祭仪式，旨在引导海口广大青少
年铭记历史，不忘过去，同时奋发图强，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力量。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铭记历史 青春同祭

海口青少年祭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潘媚

本报那大 12月 13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王海）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一
个个挺起刚强的身板，低头向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致哀。这是今天上午海南省军区
某海防团驻儋部队开展公祭活动的场景。

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
式确定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后的第
一个纪念日。上午，海南省军区某海防团驻
儋部队收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

式视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收看国家公祭仪式视频后，官兵们纷纷

表示，要“听党指挥，爱国奉献”、“加紧备战，苦
练杀敌本领”，让苦难屈辱的历史不再重演。

据悉，海南省军区某海防团驻儋部队
持续开展“勿忘国耻，苦练精兵”主题纪念
活动，引导官兵们争做有灵魂、有本事、有
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省军区某海防团开展公祭活动

滚滚长江奔流不息，六朝古都草木枯
荣。77 载时光荏苒，一段伤痛记忆从历
史深处缓缓走来，一股强大力量在民族心
中不断积聚——13 日，中国迎来首个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历史与现实于此交汇，中国和世界共
此悲恸。“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
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公祭仪式上深沉
而坚定的讲话，回荡在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上空。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国家对死难
同胞的隆重祭奠，是一个走向复兴的民族面
对昔日伤痛的深刻思考，是强大的正义力量
对军国主义分子的严正警告，更是负责任大
国倡导、捍卫世界和平的有力宣示。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以国祭之礼缅
怀南京大屠杀及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
戮的死难同胞，是为了守护一段不能忘却
的记忆，捍卫一个不容否认的真相。“卅万
亡灵，饮恨江城。日月惨淡，寰宇震惊。
兽行暴虐，旷世未闻。同胞何辜，国难正
殷。”正如公祭鼎上镌刻的铭文，“南京大
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
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
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
13 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
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掷地
有声的话语，既是对妄图抹杀侵略战争的
日本右翼分子的当头棒喝，亦向世界昭告
了中国捍卫历史真相的坚定决心。

守护真相是一种责任，捍卫和平是一
种使命。“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
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在光明与黑暗的
此消彼长中，历史无数次昭示着一个真
理：国弱则民辱，国强则民立。国家之沉
沦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南京大屠杀中 30
万同胞付出了血的代价；民族之觉醒又能
激发怎样的力量，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
取 得 的 伟 大 胜 利 是 最 好 的 答 案 。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保卫人

民和平生活坚强能力的伟大国家，中华民
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
复返了，中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奋斗。”中华民族无比光明的发
展前景，告慰着那些在战火中不幸罹难的
同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了伟大梦想
而接续奋斗。

“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
滋润。有了阳光雨露，万物才能茁壮成
长。有了和平稳定，人类才能更好实现自
己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和平的深情
礼赞，蕴含着中国与世界相处的古老智
慧、宏大视野与宽广胸襟。有着 5000 多
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饱经战争磨难，更加懂得
和平的珍贵。“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
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正是这
样苦难的历史，这样痛彻心扉的感悟，赋
予中国和平发展的坚定意愿以及与世界
共筑和平、同享繁荣的美好期待。今天，
虽然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但我们任何时
候都不应该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
行。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对一切罔
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
争性质的言论，保持高度警惕、予以坚决
反对，是所有爱好和平人们共同的责任。

永矢弗谖，祈愿和平。中华圆梦，民
族复兴。让历史的记忆化作奋进的力量，
融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谱系。现
在，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
复兴的伟大梦想。让我们牢记曾经的苦
难，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
不息的精神动力，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为建设一个持久和
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贡献更大的力量。

让战争的阴霾远离人类，让和平的阳
光洒满人间——这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
同心愿，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深切的缅怀
庄严的宣示

——评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重要讲话

■ 新华社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