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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宛平城坐落在北京市的西南方向，

是正在建设的丰台科技园西区的组成部分之

一。记者从地铁 14 号线大瓦窑站一出来，在北

方冬日扑面而来的清冷空气中，就呼吸到高新技

术研发基地正在蓬勃发展的新鲜气息。沿着坦

荡有序的城市道路，再走上 20 分钟就能看到宛

平城这座经历了 300 多年风雨洗礼的两开门卫

城。在宛平城的建城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

是 1937年 7月 7日“七七事变”，它让宛平城从此

永远成为抗战的纪念地。

疫情防控期间，走入宛平城只需要北京健康

宝扫码登记即可。记者漫步在平静安逸的居民

社区间，寻找目的地——位于宛平城中央的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七七事变”赴国难

建成于 1987 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是我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

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

为什么要把全民族抗战的纪念地设立在卢

沟桥东、宛平城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

长罗存康告诉记者：“最开始有人提出，建立一个

卢沟桥事变纪念馆，当时胡乔木同志表示，虽然

是在卢沟桥建，但是我们应该建一个中华民族的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纪念馆。”

如今，它被广大观众评价为了解中国军史最

“燃”的博物馆之一。在这里，人们能从“中国局

部抗战”“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日军暴行”

“东方主战场”“得道多助”“伟大胜利”“铭记历

史”等 8 个部分的展览，通过 1170 幅照片、2834

件文物，全景了解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

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

英勇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历史。

走进纪念馆古铜色的大门，记者找到了介绍

1937 年“七七事变”的陈列部分。1937 年，日军

频繁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7月 7日夜，震惊中外

的“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冀察当局及其支柱第

29军奋起顽强抵抗。多张泛黄的老照片清晰地

记录了那一段苦难的往事。展厅中，一位妈妈指

着灯箱里反映第 29军“誓与卢沟桥共存亡”的照

片，对她的女儿说：“看，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

当年的战场啊。”

“七七事变”在全中国激起强烈反响。第二

天和 23 日，中国共产党两次发表宣言，指出“平

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

放弃任何妥协立即实行抗战，并致电宋哲元和蒋

介石要求共同抗日。7 月 9 日，中国人民抗日红

军将领率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致电国民政府，要求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7 月

14 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并听候出动的命令。7月 15日，中共代表

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国民党。

南京国民政府则在幻想“和平”解决的同时，也做

好了抗战准备。

炮火连天日，将士百战死。一件件珍贵的文

物用血和泪讲述了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紧急

关头是如何力挽狂澜的。展台中，反映抗战初期

毛泽东在延安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

命者，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的照片；周恩来、叶

剑英、张冲、邵华、朱德等国共合作代表在南京的

合影；9 月 22 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在

报纸上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翻

拍图片，生动再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

发动最广大人民

近年来，抗战馆收集整理了大量反映全民族

共同抗日的珍贵资料。这些史实让我们了解到，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所有前线的军队都进行了

英勇抵抗，全民族抗日的高潮迅速形成。

当时，中国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如何坚持抗

战和争取胜利的问题。但是，由于国民党统治集

团实行的是一条只要政府和军队抗战、不要人民

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到了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之后，便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

当时，毛泽东就指出：“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

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

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这就是

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人民战争路线。“七七

事变”之后的 8月，党的洛川会议即制定了《抗日

救国十大纲领》，主张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

础上，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对此，后世的党史专家分析，作为小国的日

本之所以敢于对作为大国的中国进行武装侵略，

不仅是依仗其自身军力、经济的强大，而且是利

用了“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这个弱点。只有

把中国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使已经发动的抗战

“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这就是“争取抗

战胜利的中心关键”。

1938 年 5 月，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写出

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他批驳了“亡国论”和“速

胜论”的错误思想，科学论证了必须经由持久抗

战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

正确道路。《论持久战》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

军和各族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

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

纲领性文件。

中流砥柱坚如铁

历史真实记录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怎样

高举抗战的旗帜。中国共产党派遣党员、干部和

人民军队的指战员深入敌后农村，开展群众工

作。为了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党坚决支持农

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认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参加农会、妇女救国会、民兵

及其他地方武装组织，支援前线，到处呈现出“母

亲送儿子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

景。被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发明创造了很多极

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

战”“联防战”等。

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采取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

条件下的运动战”。展览再现了游击战争的生动

情景。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以及昨天的敌人

今天的友军，五万名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成为五

万个火种，散播到敌后广大的土地上，组织起千

百万群众、点燃起燎原的烈火，全国抗战逐步扭

转了被动局面，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胜利的果实怎会轻易获得。在敌后战场有

大批中共将领浴血沙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八

路军牺牲团以上干部 669人，其中旅以上干部牺

牲 102名；新四军有 350个团以上干部牺牲，其中

旅以上干部牺牲人数有 45 人。抗战时期，中日

军队旅以上干部通常可授少将军衔，有的甚至可

授中将军衔。因此，敌后战场牺牲的中共将领远

不止左权将军一人。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敌后战场逐步成为主战

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成为全民族抗战

的中坚力量。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游击战争抗击着约 60%的侵华日军和

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正面战场

的压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军民实际承担起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到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 19 块

抗日根据地，人民军队发展到约 132 万，民兵发

展到 260余万，收复国土近 100万平方公里，解放

人口近 1亿。1945年 8月 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

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发起

猛烈的全面反攻，从8月11日到9月2日，收复县

以上城市150座。

行走在暗红色与土黄色交织的展馆，记者一

次次深刻体会到：没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正确抗

战路线，没有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正确战略指导，

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近几年来，国内对抗战历史的关注度始终高

涨。为了适应新的变化，抗战馆在“云上”办展方

面走到了全国前列。今天，观众直接登录官网，

就能通过高清画面看到所有展厅内陈列的展品，

“云”上还集合了展厅看不到的历史知识、文献资

料、学术报告，高科技应用已经成为传递抗战精

神的创新方式。去年疫情以来，抗战馆还推出了

“烽火印记——抗战云课堂”栏目，讲解员在“云

端”利用文字、图片、影像等多种方式，讲述系列

抗战故事。目前推出的 20多期普遍受到网友们

的欢迎。据了解，在马上到来的春节假期，将有

2期抗战云课堂与观众见面。

暮色中，辞别宛平城，卢沟桥上的寒风吹不

冷心头的火热。驻足远眺，夕阳下，一辆“复兴

号”列车正在京广高铁上疾驰前行。

每 每 阅 读 1937

年7月8日《中国共产

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

通电》的电文：“全中

国的同胞们！平津危

急！华北危急！中华

民族危急！只有全民

族实行抗战，才是我

们的出路！”总是让人

热血沸腾。即便时光

早已过去 84年，人们

仍能从中感受危难和

力量。那场正义战胜

邪恶、光明战胜黑暗、

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

胜利，是中华民族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

服一切艰难险阻、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

14 年抗战，中国

人 民 以 铮 铮 铁 骨 战

强敌、以血肉之躯筑

长城、以前仆后继赴

国难，谱写了惊天地、

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奔赴东北抗日前线的

赵 一 曼 为 儿 子 留 下

177 字诀别信英勇就

义，“青春换得山河

壮 ，碧 血 染 将 天 地

红”；在枣宜会战中

负伤的张自忠在殉国

前对劝说其转移的部

下说：“今日是我报国时矣！”以生命践行了孙

中山先生的教导“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

晋察冀边区的田大娘精心护理伤员，掩护革

命干部，她对受伤的战士说：“孩子，娘不挑

你，你安心养着，多咱好了，好出去工作去”，

以人民群众最朴素的情感支撑起抗日军队的

后勤保障工作……亿万军民视死如归、百折

不挠的民族气节凝聚成伟大的抗战精神。

历史不仅讲述了苦难，更充满着智慧。

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顺应

时代进步，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

角，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把

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付出艰苦卓绝的奋斗

和牺牲，最终推动和领导了这场伟大的民族

解放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的党不仅是抗战中拯救民族危亡

的中流砥柱，更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流砥柱。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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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们已整装出发，走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历史激荡人心，精神历久弥新。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

神，发扬与时代共命运、与人民心

连心的光荣传统，勇于在一切艰

难困苦面前无所畏惧，厚植起民

族自强自立的伟大力量。

民族先锋 中流砥柱
本报记者 敖 蓉

84 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的地点在卢沟桥宛平城。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的前身，就是当年和日军谈

判的宛平县县政府的所在地。今天，

我们不仅把这里建成传扬抗战精神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要把这

里建成世界和平的纪念地。因

为历史帮助带领我们更加珍

爱和平，开创未来，这也是博

物馆人为人类的命运共同

体应当作出的贡献。

建党百年之际，我们正在对抗战历史进一

步系统梳理，目前已经联合国内 55家博物馆、纪

念馆，与抗战馆共同再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

发挥的中流砥柱重要作用。大家对我们的提议

热情很高，积极参与。我们将用文物来说话，为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起抗战的旗帜，中

国共产党是怎样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

略是如何对抗战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为什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是克敌制胜的重

要 法 宝 。 从 这 些 史 实 中 ，观

众 能 够 深 刻 地 理 解

毛泽东同志

为 什

么在 1945年 4月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中可以自信地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

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

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这些年我们接待了很多国际友人，受到了

国外广泛关注，特别是与二战历史有关的国

家。我们与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联合倡议成

立了国际二战博物馆协会。目前，我们接待较

多的是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德国、英

国、法国的观众。我们希望包括日本人民在内

的各界人士多来抗战馆看一看。我曾经接受一

位日本记者的采访，他问我展览是给谁看的？

我说，是给中国人看的，也是给世界各国人民看

的，包括日本人民在内，我们欢迎他们多了解这

段历史，从中获得教训、经验、智慧、力量、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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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入口的大型雕塑《铜墙铁壁》。

吴 娟摄

图② 不同版本的《论持久战》。

康琼艳摄

成为世界和平的纪念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 罗存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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