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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峥嵘岁月 珍惜世界和平
——
—胡锦涛主席出席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65 周年庆典侧记
本报记者 吴绮敏
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莫斯科， 投向又一
次纪念胜利和光荣的莫斯科红场——
—
５ 月 ９ 日上午， 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６５ 周年庆典在这里隆重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
和 ２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庆典，同
俄罗斯人民一道纪念这个载入史册的日子。
６５ 年前的今天， 英勇的苏联人民以 ２７００
万人牺牲的巨大代价， 同有关国家人民一道，
彻底击败凶残的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６５ 年后
的今天， 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 莫斯科等多个
城市同时举行阅兵、 游行等各种活动， 纪念这
场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 维护世界和平的战争
的胜利。
９ 时 ２５ 分许，胡锦涛主席乘车来到红场西
侧的克里姆林宫， 同迎候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
杰夫亲切握手。两位领导人的手紧紧相握，传递
着两国人民的真挚友谊……
中俄两国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
贡献。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两国人民相互支持、
并肩作战， 谱写了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壮丽凯
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派出空军志愿
队赴华助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期，苏联红军
进入中国东北同中国军民并肩对日作战； 苏联
卫国战争爆发后， 当时身在苏联的许多中国青
年义无反顾加入苏联红军； 中国 ８ 年抗战以
３５００ 万军民为国捐躯的沉重代价抗击了 ７０％

的日本侵略军，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
了重大贡献……
６５ 年过去了，中俄两国关系已发展成为具
有战略内涵的国家关系。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
究所副所长卢贾宁说， 现在俄中两国政治合作
关系处于非常高的水平， 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
席卫国战争胜利 ６５ 周年庆典，是中国领导人为
在历史问题上加强同俄罗斯的合作和相互支
持、 促进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而采取的
非常重要的政治步骤。 ”
莫斯科河畔草木葱茏， 古老的红场庄严肃
穆。
９ 时 ５０ 分许，胡锦涛主席在俄罗斯总统梅
德韦杰夫、俄罗斯总理普京陪同下，与出席庆典
的各国和国际组织领导人步行来到红场， 登上
检阅台就座。
俄罗斯国歌在广场上空回荡， 礼炮声响彻
云霄。 气势恢弘的阅兵式开始了——
—
卫国战争时期的军旗， 卫国战争时期的军
装， 卫国战争时期的装备……重现当年苏联红
军雄风的方队首先通过红场。 当年许多苏联红
军将士就是从这里，就是像这样，为了保家卫国
毅然奔赴前方。
盛大的阅兵仪式把人们的思绪拉回烽火连
天的岁月——
—

张光政 谭武军
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
勒保卫战， 攻克柏林战役和易北河会师……一
次次惨烈的战斗和浴血的胜利， 记录了苏联军
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彪炳史册的功绩。
胡锦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专注地看着一个
个走过的方队，向接受检阅的将士致意。
乐曲雄壮激昂，战旗迎风飘扬，步伐铿锵有
力……
英国、美国、法国、波兰等国家的方队通过
红场；
独联体一些国家的方队通过红场；
雄赳赳气昂昂的骑兵方队通过红场；
俄罗斯各军种兵种方队通过红场；
卫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 Ｔ—３４ 坦克
方队、ＳＵ—１００ 自行火炮方队通过红场；
一个个现代武器装备方队通过红场……
感天动地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把世界正
义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从血火搏杀的欧洲战场，
到逐岛争夺的太平洋战场； 从同仇敌忾的亚洲
战场， 到大漠硝烟的非洲战场……世界各国人
民为捍卫和平，奋起反击法西斯侵略。
轰鸣的战机飞越红场上空，《胜利日》 的乐
曲声震长空。
检阅台上， 胡锦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为胜
利的阅兵鼓掌……
阅兵式结束后， 胡锦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

一同走下检阅台， 步行前往红场附近的无名烈
士墓，向为正义与和平献身的烈士们献花。
胡锦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每人手持一束红
玫瑰，走到无名烈士墓前，将盛开的鲜花献上，
然后肃立默哀……
这是怀念的时刻，这是沉思的时刻——
—
远离战争， 摆脱贫穷， 在和平发展的天空
下，共享美好世界，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夙愿。
６５ 年前，为了和平，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
们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 彻底摧毁法西斯反动
势力，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
如今， 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既面临新的机
遇，也面临新的挑战。
曾在中国东北战场战斗过的苏联红军战士
尤里·亚斯涅夫这样理解今天这场庆典的意义：
“举办盛大的胜利日庆典， 既是对先烈的缅怀，
更蕴含面向未来的深意。 庆典让人们重温世界
和平力量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历史， 也提醒人们
合作应对威胁与挑战， 为人类的共同幸福而努
力。 ”
“牢记历史，开创未来，为推动建设持久和
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
胡锦涛主席会见俄罗斯老战士代表时的这
番话， 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平、 向往发
展、向往美好生活的共同心声……
（本报莫斯科 ５ 月 ９ 日电）

当地时间 5 月 8 日下午，在离莫斯
科克里姆林宫不远的总统饭店，20 位
白发苍苍、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东
北战场战斗的俄罗斯老战士刚一出现，
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老人有的穿
着笔挺的军装， 有的身着朴素的便装，
悬挂在他们胸前的一枚枚勋章仿佛在
讲述着遥远年代的战争故事。 当天，应
邀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65 周
年庆典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下
榻饭店后的第一场活动便是同这些俄 本
罗斯老战士亲切会面。
报
在这些老战士中间， 年龄最大的 记
当数 95 岁的空军退役中将拉夫斯基。 者
在青年时代， 他曾经驾驶轰炸机参加
吴
过苏联卫国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绮
东北战场战斗。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敏
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情谊, 祝愿
中国取得更大的发展成就。
张
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年近 87 光
岁的大将加列耶夫说：“我曾有幸多次 政
见到胡主席。他是一位很睿智、有远见
卓识的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他对记者
表示：“苏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军民的抗日
战争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军， 有效防
止了日军对苏联的进攻。 ”
苏军原日语翻译、后来担任《真理
报》 记者的亚斯涅夫当天凌晨坐火车
从故乡沃洛格达州赶到莫斯科。 他常
常应邀为中小学生讲述参加卫国战争
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东北战场对日作战的故事。 亚斯涅夫
说：
“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再次会见我们，对我们来说，这
是莫大的荣幸。 ”
俄罗斯老战士协会主席、 俄中友协副主席瓦·伊·伊万诺
夫谈到和胡主席重逢的印象时说：“很好! 这次会见安排得很
好。 很高兴看到那么多老朋友。 ”谈到当天向胡主席赠送了自
己精心选购的俄罗斯茶炊， 他笑逐颜开地说：“用俄罗斯茶炊
（本报莫斯科 5 月 9 日电）
泡中国茶，太棒了。 ”

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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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乌、哈、吉等国庆祝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5 周年

朝鲜媒体祝贺
金正日访华成功

综合本报驻俄罗斯记者张光政和新华社报道：白俄罗斯、乌
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 9 日举行盛大活动，庆祝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5 周年。
白俄罗斯 9 日在首都明斯克举行阅兵式， 庆祝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65 周年。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 对白俄
罗斯、 俄罗斯和乌克兰乃至所有独联体国家来说， 胜利日是一
个共同的节日。
乌克兰 9 日也举行了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5 周年
活动。 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首都基辅举行的阅兵式前发
表讲话， 感谢二战老兵勇敢保卫国家， 为子孙后代树立了光
辉的榜样。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等哈各大
城市 ９ 日纷纷举行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６５ 周年。 在阿斯塔
纳，由卫国战争老战士、政府官员及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游
行队伍从“哈萨克人的国度”纪念碑沿独立大街行进到祖国保卫
者纪念碑，并在那里向长明火敬献鲜花。 在阿拉木图，市长叶西
莫夫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代表在潘菲洛夫二十八勇士公园参加了
隆重的纪念仪式。
吉尔吉斯斯坦 ９ 日在首都比什凯克胜利广场举行盛大活动，
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６５ 周年。 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第一副总理
阿坦巴耶夫说：
“历史告诉我们，战争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我们应
当记得，我们的父辈牺牲了，为的是让我们能继续生活下去。”

新华社平壤 ５ 月 ９ 日电 （记者高浩荣、赵展）朝鲜《劳动
新闻》９ 日发表社论，热烈祝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最近访
华取得圆满成功， 并表示朝鲜将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传统的
朝中友谊，强化朝中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而积极努力。
社论说， 金正日最近对中国进行的非正式访问令朝鲜人
民感到“
非常高兴和激动”。这次访问对加强两党、两国最高领
导人之间的友情和同志式的友谊是一个“
具有意义的契机”，
同时强有力地显示了朝中友谊的生命力， 将极大地鼓舞两国
人民在新世纪为不断发展朝中关系而努力。
社论说， 朝中双方一致认为朝鲜半岛的和平、 稳定和
繁荣符合两国和东北亚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 并表示将根
据六方会谈通过的共同声明努力实现半岛无核化。 此次访
问将为实现朝鲜半岛、 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
贡献。
社论表示， 朝鲜人民对中国党、 政府和人民重视朝中友
谊，并无私地支持和声援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表示感谢。社论
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国家统一的斗
争中取得更大成就，并表示，朝鲜人民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正
义事业， 对中国人民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像自己的成就一样感
到高兴。 社论表示相信，朝中友谊是牢固的、战无不胜的。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 ３ 日至 ７ 日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
访问。 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金正日第五次访问中国。

5 月 9 日，俄罗斯士兵在首都莫斯科参加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65 周年阅兵式。

“
学汉语，去中国”
本报驻美国记者
5 月 7 日， 美国加州圣迭戈州立大学的会议中心，
一场“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预赛正在进
行。
“去年我去了趟中国，我被中国深深吸引了。我想更
多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学汉语。我的回答是：
‘
为什
么不呢？ ’”

管克江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当前美国社会所欠缺的。我
十分渴望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 从而更加了解这个美
丽的国家。 ”
“我喜欢看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所以我就喜欢上了
汉语。 ”
“我曾经在海南当过幼儿园的英语老师。我很喜欢
小孩子，他们都有颗纯洁的心，但中国的孩子更纯真。

①

新华社记者 鲁金博摄

他们有很强烈的学习积极性。 ”
“读完研究生，我要去中国找工作。 ”
“
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
……
参赛的大学生和前来表演的小学生们在简短的个人
陈述中表达着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热爱。在才艺表演中，
他们有的唱中文歌曲，有的表演武术，有的会杂技，有的
能拉二胡，有的绘画很棒，有的书法流畅，让观众赞赏不
已（见图①、图②，本报记者 管克江摄）。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教育参赞陈准民说， 参赛者
学习汉语的目的各不相同， 需求多样化为汉语推广打
下了扎实基础， 这也证明了汉语在美国越来越受欢
迎。
（本报洛杉矶 5 月 9 日电）

②

哥斯达黎加首位女总统就职

致力安定繁荣
推动绿色环保
本报驻墨西哥记者
哥斯达黎加新当选总统劳拉·钦奇利
亚 8 日在哥首都圣何塞萨瓦纳公园正式宣
誓就职，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哥伦
比亚总统乌里韦、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墨
西哥总统卡尔德龙、西班牙王储费利佩，中
国政府特使、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任李斌等 150 多位嘉宾出席了当天的总
统就职仪式。 成千上万名哥斯达黎加群众
在现场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现年 51 岁的钦奇利亚于今年 2 月 7
日代表哥斯达黎加执政党民族解放党以
46.8%的支持率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击败了
反对党公民行动党候选人索利斯和自由运
动党总统候选人格瓦拉。
钦奇利亚在就职演说中承诺将建设一
个更加安定繁荣和绿色环保的哥斯达黎
加。她表示，新政府将以
“谦恭、诚实、坚定”
的姿态治理国家，更加注重集体参与，努力
推进公共卫生、教育事业发展，完善住房建
设， 关心儿童老人弱势群体， 注重社会公
平， 依仗由近一半女性部长组成的内阁之
集体智慧将哥斯达黎加建设成一个更加繁
荣、和谐而环保的国家。 据报道，在新内阁
21 名成员中，6 人为前内阁成员；9 人为女
性，且均掌管重要政府部门，如经济、外贸、
科技、农业、劳工和卫生等部门。
在钦奇利亚宣誓就职的同时， 哥前总
统阿里亚斯宣布正式卸任， 投身其创办的
和平与争端解决基金会等私人事务。
阿里亚斯执政 4 年，在经济领域，先后

邹志鹏

成功推动中美洲、 多米尼加与美国达成自
贸协定，与中国、新加坡签署自贸协定，并
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实施
“盾牌计划”帮助
哥经济实现快速复苏和就业增长； 在外交
领域，积极维护中美洲和平稳定，尤其是在
促进洪都拉斯政治和解方面努力奔走。 但
批评人士认为， 阿里亚斯政府没能降低持
续了近 20 年的高达 20%的贫困指数，并在
住房需求以及公共卫生和教育问题上做得
也不够；在环保问题上，政府纵容采矿业过
度扩张导致自然环境明显恶化。 当地舆论
称， 阿里亚斯政府留下的最大问题还是腐
败和社会治安的不断恶化。
对于阿里亚斯政府留下的诸多问题，
钦奇利亚向公众承诺， 新政府的第一要
务是扭转社会治安恶化局面， 维护社会
安定， 并已公开向贩毒势力宣战。 她说，
“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贩毒和有组
织暴力犯罪， 中美洲有可能演变成继哥
伦比亚和墨西哥之后的下一个反毒战场，
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努力恢复安定
的社会局面。” 她说， “我们正处在一个
发生着深刻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 我们
有责任让人民更加有勇气、 有理想和有
尊严地生活。” 此外， 钦奇利亚还将面临
刺激经济增长， 协调矿业开发与保护环
境、 如何在其所属政党不占绝对多数的
议会中寻求合理协商方式等都将对新政
府构成挑战。
（本报墨西哥城 5 月 9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