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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后，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
历史进程一次次被打断。然而，中国
人民从来没有气馁，而是一次次顽强
站起，重整行装再出发。

1938年春天，为阻止日军南下，中
国守军发起台儿庄战役。历经半个多
月的激战，中国军队一举击溃日军两个
精锐师团主力，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极
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云南昆明，西南联大旧址。这所
建立于抗战烽火中的大学，在艰苦的条
件中坚持办学，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
培养了8000多名学生，先后走出2位
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170多位院士……

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院墙外，每隔几分钟，就有时速高达

300公里的列车呼啸而过。从当年写
满民族血泪的南满铁路，到走向世界
舞台的中国高铁，中国人民一步步从
磨难中奋起、在磨难中成长。

陕西延安瓦窑堡会议旧址展厅里，
挂着一幅名为抗战之声的经典照片。
英姿飒爽的年轻号手举起右臂，面对
飘扬的抗日旗帜昂扬吹号，展现出中
国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抗战决心。

就在去年，在中国共产党人持之
以恒奋斗下，延安最后两个贫困县脱
贫“摘帽”，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

75年前的伟大胜利，浸透着无数
仁人志士的鲜血与生命，开辟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75年后的今天，我们将以怎样的
信念与担当，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是落
后的农业国同强大的工业国之间的较
量。敌强我弱，装备落后，缺衣少粮
……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英雄先烈穿
越枪林弹雨？是什么样的精神鼓舞中
华民族历经血与火的考验？

“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
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
比”，毛泽东同志一语中的。

1937年 10月，淞沪会战激战正
酣。面对数倍于己的强大敌人，中国
守军第88师第524团谢晋元、杨瑞符
带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
孤军奋战、血战到底……

誓死报国的佟麟阁，面对日寇进
犯慷慨陈词“国家多难，军人当马革裹
尸，以死报国”；

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张自忠，亲笔
写信告谕官兵“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
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受尽折磨的赵一曼，临刑前高唱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
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
旗帜”；

以枯草、树皮和棉絮果腹的杨靖
宇，只身与敌人周旋5昼夜，顽强斗
争，直至弹尽；

宁死不屈的“狼牙山五壮士”，面
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毁掉枪支，义无
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这些挺
身而出的抗战英雄抛头颅、洒热血，为
中华民族筑起牢不可破的血肉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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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淬炼出的抗战
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无论遇到怎样
的艰难险阻，永不屈服、一往无前！

“日本投降矣！”
75年前的8月15日，《大公报》头

版用超大号的五个铅字，向全国人民
宣告这一重大消息。

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外，一座布满累累弹痕的“残历碑”，将
历史永远定格——1931年9月18日。

在这一天的晚上，日军炸毁沈阳
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悍然发动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
战争。几个月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华北
事变……日本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一
日更甚一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弹
声差不多响了一宿……七七事变第二
天，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就通过电波，激
荡着亿万国人的心。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
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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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中华儿女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洪流之中。

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庄严肃穆。今年8月
15日上午8时整，各界人士在此举行
和平集会。

整个14年抗战期间，中国付出巨
大的代价：一半国土被日寇践踏，930
余座城市被侵占，军民伤亡3500万人
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
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最早的抗争，最后的胜利。
在这场关乎世界和平、人类命运

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
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
代价最大，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
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穿越历史烟云，那段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
撼人心——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
难，奋起抗争14载，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这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更是中
华民族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古老的中国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

听，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激荡时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

国际上关于二战的
重要纪念日

一段历史永志不忘
团结御侮、浴血奋战

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

A

B 一种精神穿越时空
血战到底、抗战到底

中华儿女谱写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

C 一个信念引领未来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行的新成就

告慰历史、告慰先烈

驻守北平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奔赴卢沟桥抵
抗日军（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广场，南昌市
书院小学学生向革命先辈的塑像敬献花篮。 新华社发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
场（2019年12月13日摄）。 新华社发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为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二战后，一些国家先后
设立战争胜利日和死难者国家纪念日。这些纪
念日主要包括：

欧美国家 欧洲胜利日

1945年5月8日24时，法西斯德国在柏林
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投降
书开始生效时，由于时差原因，地处柏林以西的
美、英、法等国还是5月8日的下午或晚上，因
此将5月8日定为“欧洲胜利日”。此后，每年
的5月8日，欧美各国纷纷举行各类纪念活动。

俄罗斯 卫国战争胜利日

当法西斯德国签署的投降书开始生效时，
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当时已是5月9日凌晨，苏
联因此将5月9日定为战胜法西斯德国纪念日，
又称“卫国战争胜利日”。

1995年4月19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
院）通过了5月9日为永久纪念胜利日的法令，在
庆祝战胜纳粹德国的同时，缅怀那些为抗击法西
斯而牺牲的苏联红军将士以及遇害的无辜平民。

德国 纳粹受害者纪念日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波
兰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来自欧洲和世界各
地的犹太人被关押在这里，一百多万人惨遭纳
粹杀害。战后，奥斯威辛集中营成为纳粹罪行
的重要证据。

为铭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惨痛教训，1996
年1月3日，德国时任联邦总统赫尔佐克发表
公告，宣布设立纳粹受害者纪念日，并将这一法
定纪念日定在每年的1月27日。

以色列 大屠杀纪念日

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后，以色列以立法形
式规定：每年的犹太历尼桑月27日（4月末或5
月初）为以色列国家大屠杀纪念日。每年这一
天，以色列总统、总理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
人聚集在大屠杀纪念馆，举行隆重仪式，悼念二
战以来及在历次冲突中遇难的犹太同胞。

美国 珍珠港事件纪念日

1941年12月7日，日本法西斯偷袭珍珠
港，致使2388名美军官兵死亡、1178人受伤。
第二天，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讲话，称12
月7日为“国耻日”，并对日宣战。

为缅怀在日本偷袭中丧生的美军官兵，
2011年珍珠港事件70周年当天，时任美国总
统奥巴马签署命令，将12月7日定为“国家珍
珠港荣军纪念日”，并定期举行纪念活动。

波兰 华沙起义纪念日

1944年8月1日，为反抗法西斯占领军，华
沙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其间，约有1.8万名
战士牺牲，另有18万华沙市民死亡，大批华沙
市民被投进集中营。波兰政府将每年的8月1
日定为华沙起义纪念日，举行各类纪念活动，以
纪念在1944年8月反抗纳粹德国占领而牺牲
的波兰军人和市民。

新加坡 全面防卫日

2月15日为新加坡的全面防卫日，也是新
加坡二战期间沦陷纪念日。1942年2月15日，
日本攻陷新加坡并开始长达3年半的统治。据
不完全统计，日本统治期间，至少有5万新加坡
华人被日军杀害。1967年2月15日，新加坡建
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并将每年
的这一天设立为全面防卫日。

联合国 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
了由104个国家共同发起的决议草案，决定将每
年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以纪念
在纳粹大屠杀中罹难的600万犹太人。这一天
正是苏联红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日子。

为铭记历史，警示未来，这一天还被英国、
意大利、匈牙利等许多国家定为纳粹大屠杀遇
害者的纪念日。

朝鲜半岛 民族解放纪念日

194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
治下获得解放。朝鲜将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
日”，韩国则称这一天为“光复节”。每年的这一
天，韩国和朝鲜都会举行相应的纪念活动。

日本 终战纪念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15日成为日本二战的“战败日”。但日本官
方把这一“战败日”称为“终战纪念日”。从
1963年起，日本政府每年的这一天都要举行

“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
1982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决定将8月15

日定为“追悼战殁者祈祷和平之日”。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记者王龙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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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
胜！”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
念日，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
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纪念日，是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
国家和人民的重大节日。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
戎衣”。那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反侵略
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无论是正面战
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同仇敌
忾、共赴国难，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
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
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
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在那场战争
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
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不仅是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战，
也是为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而战。经
过14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中国人
民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
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
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
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
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

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
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
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
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
火重生的新征程。这一伟大胜利，也
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重大贡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
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前进道路
上，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从历史
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敢于应对重大挑
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
决重大矛盾。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就是要铭记历史、警示未来，动员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奋发有为
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铭记历史、警示未来，让我们大
力弘扬伟大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面对民

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
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全体中华
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
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
气势磅礴的力量。在这一壮阔进程
中，中国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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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抗战精神，
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
远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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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强大精神动力。”新征程上，我们要
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
的抗战精神，敢于攻坚克难，勇于担当
作为，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铭记历史、警示未来，让我们凝
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中国共
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的关键，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面对极
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我们
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坚持全面
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

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
量，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
领着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在抗
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我们党团结带领
全国人民继续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
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
的社会变革。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
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了一个又
一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
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
史深刻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
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我们
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凝聚14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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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给我们留下的最宝
贵的启示，就是必须毫不动摇走和平
发展道路。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和民族尊严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侵

犯，同时任何力量也不能动摇我们坚
持和平发展的信念。无论发展到哪一
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
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
惨遭遇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无论
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中国人民将始
终坚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
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致力于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
的维护者，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的和谐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75年前的伟大胜利向世人证明，中
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奋进
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我们有坚强决
心、坚定意志、坚实国力应对挑战，有
足够的底气、能力、智慧战胜各种风险
考验，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
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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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风雨
无阻，向着既定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凝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