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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9 月 18 日深夜 10 点 20 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一小段铁路
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一小段铁路，
，反诬中国军队所为
反诬中国军队所为，
，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和沈阳城发起进攻。
和沈阳城发起进攻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始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始，
，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1932 年 2 月，东北全境沦陷
东北全境沦陷。
。此后
此后，
，日本法西斯开
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 14 年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年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

铭记
“三个必胜”
伟大真理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 9 月 3 日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
示：
“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
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三个必胜”，
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
史的高度凝练，奏响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强音。
铭记“三个必胜”的伟大真理，我们就能够更好地
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规律，更好
地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开创充满希
望的未来。
“正义必胜”的伟大真理告诉我们，正义战胜
邪恶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战争有正义和非正
义之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
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
世界，从本质上是邪恶的、黑暗的、反动的。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为人类社会始终坚守的正义
而战、为全世界追求的和平而战、为民族独立自
由而战，注定是正义的、光明的、进步的。历经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
欢呼响彻寰宇，也在向世人昭示颠扑不破的历史
铁律：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必将战胜黑暗，进
步必将战胜反动。
“和平必胜”的伟大真理告诉我们，依靠武力
对外侵略扩张注定都是要失败的。日本军国主
义疯狂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在人类文明史上留
下了极其黑暗的一页。然而，曾经不可一世的日
本侵略者最终以战败狼狈收场，并吞下了自酿的
苦果。无情的战火再一次证明，偏见和歧视、仇

恨和战争、野蛮和侵略、霸权和暴力，只会带来灾
难和痛苦。挑战和平、破坏和平者，无论多么来
势汹汹，终究不能持久；无论曾经怎样猖獗，终将
自取灭亡。
“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告诉我们，人民，只
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面对民族生死存
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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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中华儿女空
前团结起来，争先投入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之
中，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上演了一幕幕
感天动地的历史壮剧。地不分南北，每一处都成
了抗日的战场；人不分老幼，每一位都成了抗日
的力量。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打败了
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宣告了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
真理的魅力与价值不仅在于揭示客观规律，
更在于指明目标方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年后的今天，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各国越来越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
世界还很不太平，地区热点、局部冲突以及恐怖
袭击等此起彼伏，对人类社会构成现实威胁。但
越是纷繁复杂，越需铭记“三个必胜”伟大真理，
使其成为发展之舟的压舱石、和平之旅的指南
针，保证任何时候都能沿着正确道路不断前进。
在“三个必胜”的伟大真理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将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建美好家园，开创和平
未来。

孙潜彤
这是一个怎样的日子！人类历史上最残酷
最血腥的战火从这一天起被日本法西斯点燃。
这是一个怎样的日子！国难当头，险将中华
民族一步步推向亡国灭种的深渊，却在最危亡的
时刻激起全民族的觉醒奋起、团结御辱直至彻底
胜利。
1931 年 9 月 18 日，仿如一道狞厉的伤疤，永
久地刻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石雕台历
上，也深深地刻在中华儿女的心里。它是耻辱
柱，它是警示碑，它是东方睡狮觉醒的起点。
国危甚矣，若将安适？84 年前的今天，20 万
装 备 精 良 的 东 北 军 背 负“ 不 战 而 退”的 良 知 拷
问。彼时，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不仅人数十倍于
日本关东军，还拥有中国当时各种军事力量中唯
一的空军和舰炮齐全的海军。仅沈阳兵工厂一
处，即存有步枪 15 万支，手枪 6 万支，重炮、山炮
等 250 门，迫击炮 600 门，各种子弹 300 余万发，
炮弹 10 万发，以上军械足够配备 15 个师，却被
日军一日尽掠。近 300 架飞机无一起飞，反而成
为日军此后轰炸屠杀中国军民的利器。这些沉
重的数字啊，却在这一日徒增耻辱的分量。
20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就在“九
一八”事变之前，1931年 8月 16日蒋介石给张学
良发来急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
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
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以蒋介石为首的
国民政府显然对日本的挑衅已有预判，但没有预
料到日本的野心那么大，更荒谬地认为不抵抗政
策可换来国际同情及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的强力
干预。绥靖政策没有看到的是日本蓄谋已久的筹
划，日本“满铁”几千名所谓调查员早已把东

北、华北的山山水水，将中国的资源、政治、经
济、文化情况摸得清清楚楚。日益膨胀的工业
及军事实力使日本磨刀霍霍，早有觊觎中国吞
并东北的打算。战争如箭在弦。东北军的土崩
瓦解，哪里是一时猝不及防。在“九一八”事
变前一个月，日本关东军即举行了 30 多次军事
演习，非但没有引起东北军警觉，反而在事变当
日还不能确定日本关东军是演习还是“动真格
的”
。恶邻侧卧，岂能酣睡！
历史，就在张学良“没想到”的慨叹中翻开了
苦难的一页。短短 4 个多月，128 万平方公里的
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 多万同胞坠入暗夜。
当关东军事后提出归还张学良个人用品时，张学
良悲愤地说：
“我要东北！”
历史，又在张学良“挺身兵谏”中迎来了一个
大转弯，国共摒弃前嫌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东北
军响应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四万万同胞一起为
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周恩来因此称张学
良为“民族英雄”。血的教训终将铭记，战争从来
就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的，和平从来就不
是由乞求或一味妥协换得的。面对法西斯侵略，
不抵抗，就会被逼入死角乃至亡国灭种，捍卫和
平抗暴御辱，从来最先靠自己。
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出了抗战的呐
喊。
“ 九一八”事变当夜，闻讯的中共满洲省委宣
传部部长赵毅敏第一时间写下《满洲宣言》，戳穿
日本关东军四处张贴的布告谎言。次日，中共满
洲省委发表“九一九”宣言，以政党的名义向世界
发出抗日宣言书，提出“中国只有拿起武器奋起
反抗，只有英勇的斗争才能完成。”自“九一八”
始，白山黑水间，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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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在没有任何接济的恶劣条件下进行最漫长最
艰苦的斗争，以最富牺牲精神的爱国情怀和最顽
强彻底的拼搏毅力，凝聚万千中华儿女，成为坚
持抗战的民族先锋。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
力挽回。”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抗日英雄展
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视死如归、
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他们用鲜血写下中国抗战
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当我们为英雄一掬热泪的时候，亦不敢忘历
史的“痛点”：这些英雄的死大多源于汉奸的出
卖。由此不妨晾晒史册上虫蠹发霉的一面：中国
是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
军数量的国家，投敌变节助纣为虐的伪军在 300
万以上，比侵华日军总数还多。汉奸行走以及为
汉奸张目，何时何代都不乏后继者，确实是一再
重演、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记下杨靖宇对汉
奸的断喝吧，那是永不过时的历史拷问——“中
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当软骨头的汉奸
投降主义四处流布之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
伍却没有一个投降的高级将领，找不到哪怕一
个连队建制以上的投敌变节行为。一股英雄气
“沛乎塞苍冥”，让世界看到共产党人所代表的
中国骨气和民族元气，以及坚不可摧的浩然正
气、无畏勇气。正是秉持民族大义旗帜鲜明地
首发抗日，毫不动摇地坚持抗日，中国共产党才
愈加赢得人民的拥戴，党的队伍从抗战初期的
3 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 132 万多人，就是
例证。从此中国向死而生，不再一盘散沙，不再
任人欺凌。
今天，我们应该纪念什么？思考什么？警
醒什么？历史的洪钟大吕扣向现实的回响，是
如此迫切又如此真切。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与
日 军 展 开 了 22 次 大 型 会 战 、 1117 次 中 型 战
役，中国为胜利付出 3500 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
价。如今，“天空已没有翅膀的痕迹”，只有历
史知道他们真真切切地“飞过”。没有他们，没
有胜利，也便没有今天和平的一切。毛泽东
说，中国的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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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在东方主战场的顽强
抗战，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减轻了苏联卫
国战争后顾之忧，为维护人类和平与正义，最
终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再看看我们的敌人吧，当日本法西斯军队
动辄挥刀向平民百姓实施“三光”的时候，当
他们发动细菌战、毒气战，肆意屠杀战俘罔顾
国际公约的时候，已经赤裸裸地宣告了他们是
世界上最邪恶、最凶残、最反动的势力。战争
期间，日本战俘病死率仅有 4%，而中国及同盟
国战俘虐死率却达 80%。战争结束，大批的日
侨遣返得到了中国帮助，大量的日本遗孤被东
北百姓收养。战争期间，中国财产损失超过
6000 亿美元。战争胜利，中国所求不过是废止
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主动放弃了日
本方面以为躲不过去的战争赔款。而近代以
来，日本哪一次挑起战端 （包括日俄战争） 不
向中国强取豪夺、鲸吞自肥？善良与暴戾，宽
容与贪婪，正邪境界分野实有天渊之别。人与
人相交，悲莫悲兮负恩；国与国相处，过莫过
兮背信。历史，是这样容易忘却并可以胡乱篡
改的么？唯有良知不可泯，80 岁的日本老人丸
山严奔行千里来东北寻找收养自己的中国恩
人，连称“中国人真是太善良”。日本战犯藤原
助男来到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虔诚忏
悔，成为参加“勿忘九一八”撞钟仪式的第一
个日本人。
昭昭前事，
昭昭前事
，惕惕后人
惕惕后人。
。 铭记历史
铭记历史，
，非是固化
仇恨。
仇恨
。 观史以知是非
观史以知是非，
，明史以辨善恶
明史以辨善恶，
，鉴史以策
未来。
未来
。历史的车轮必将碾过任何失忆的背叛
历史的车轮必将碾过任何失忆的背叛，
，不
惧一切对公理正义螳臂挡车式的挑战。
惧一切对公理正义螳臂挡车式的挑战
。
正义必胜，
正义必胜
，其底色却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其底色却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正
义抗击邪恶，
义抗击邪恶
，面对的是失去人性的鬼魅
面对的是失去人性的鬼魅，
，凭借的
是简陋的装备。
是简陋的装备
。 可是
可是，
，正义拥有最饱满的热血
正义拥有最饱满的热血，
，
最广泛的支持，
最广泛的支持
，最理性的光辉
最理性的光辉。
。 正义之所以必
胜 ，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选择
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选择，
，反映了人类
良知的民心所向。
良知的民心所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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