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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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那场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
洲的战争中，各国军队和民众伤
亡超过1亿人，付出人类历史上最
惨痛的代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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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人民并肩奋战，用鲜血
凝成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为两
国关系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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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孙后
代享有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
繁荣的世界。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第二次
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
悲剧。苏联和中国是抗击法西斯
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主战场，为彻
底战胜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的民族
牺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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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二战历史真相是我们
的共同责任，要坚决反对任何歪
曲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军国主义
分子及其帮凶的行径，决不容许
忘却甚至诋毁解放者的功绩，决
不容许否认二战结果。俄方愿继
续同友好的中国一道积极努力，
防止战争和冲突，维护全球稳定
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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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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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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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9月3日，市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参观展览。
当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许多市民来

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9月3日，人们向无名烈士纪念碑献花。
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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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日，参观者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
当日，市民和游客来到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观看展览，悼念遇难同胞。

9月3日拍摄的烈士骨灰安葬启动仪式现场。
当日，甘肃省兰州市在市烈士陵园举行了烈士骨灰安葬启动仪式，烈士家属、部

队官兵代表、参战老兵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共300余人参加了此次启动仪式。

兰州：安葬烈士骨灰

北京：举办抗日展览 上海：缅怀无名烈士

哈尔滨：悼念遇难同胞

新华社莫斯科9月3日电 “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全球战局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中国抗战形势，中国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
贡献”，俄罗斯外交部附属莫斯科国立国
际关系学院东方学教研室教授谢尔盖·卢
贾宁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卢贾宁表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
年。中国在艰难抗战中顽强不屈地拖住
超过一半的日本兵力，付出伤亡3500万
人的巨大牺牲。“一些海外特别是西方历

史学者应更加充分地评估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东方战场的作用，应该记住这场世界
大战是在东方战场最终结束的。”

“长期抗战并最终胜利使中华民族光
荣地捍卫了自由和独立”，卢贾宁说，“国
际社会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
果成立了联合国，中国作为此战主要战胜
国之一，合理合法地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
国”。

卢贾宁表示，海外有某些声音贬低中
国和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这是歪曲历史，试图中断向后代传递关于

战争悲剧的正确认识，进而干扰世人创造
未来。“如果我们希望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就需知晓真实的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

卢贾宁指出，俄罗斯和中国是联合国
创始会员国，两国有责任与其他国家协同
维护国际秩序和以尊重他国主权、平等、
不干涉他国内政、互利合作等为准则的国
际关系体系。

卢贾宁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
周年，尽管世界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但
《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原
则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国际社会正

遭遇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明目张胆干
涉他国内政的严峻挑战，因此维护《联合
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依旧是各主权国家
的政治基石。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事务
中一贯坚持多边主义，主张完善全球治
理体系，维护和平并促进世界可持续发
展”。

“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
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崇高事业。”卢贾宁说。

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胜利做出决定性贡献
——访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卢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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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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