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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笔修改新华社社论 卫戍部队授旗阅兵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八一建军节

卫戍部队授旗阅兵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8 月 1

日， 华北军区所属各部队在驻地
举行授旗典礼和庆祝会。 在北平
各部队于 8 月 1 日至 3 日， 以师
为单位分别举行授旗典礼， 由华
北军区首长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委员会授旗和检阅部队。

8 月 1 日上午，华北军区平津
卫戍司令部独立第 208 师举行庆
祝“八一”暨授旗阅兵大会，华北
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授旗并阅兵讲
话。 他在《解放军进行曲》的军乐
声中， 把四面军旗授予该师及所
属各团首长。 接着举行庄严的阅
兵式，全体指战员精神抖擞，豪情
满怀。 他们身着绿色军服，头戴钢
盔， 钢盔上镶着红色金边的五星
军徽， 携带的武器多是缴获敌人
的，各式各样。 他们迈着整齐矫健
的步伐走过阅兵台， 聂荣臻在典

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
讲到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我们“上
下一致， 只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与
决心：跟着毛主席走！ ”这时全场
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全体指战员
在师政委苏启胜的带领下庄严宣
誓， 表达了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
和人民的坚定决心和坚强信心。

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司令部独
立第 207 师在北平西苑机场也举
行了庄严的授旗阅兵典礼， 华北
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主持。 阅
兵台上高悬毛泽东主席、 朱德总
司令巨幅画像， 台上还竖着一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台口两侧
悬挂着巨幅标语“人民解放军永
远是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为建设
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努力”。
罗瑞卿授旗并向全体指战员训
话，师政委邹衍带领全师宣誓。

毛泽东亲笔修改
新华社社论

1949 年 7 月 31 日，新华社为纪
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 22 周年而写
的社论稿呈报毛泽东主席审阅。 毛
泽东在文稿上加了三段话：一、南昌
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二、这
个军队的成分是工人、 农民和革命
知识分子……三、现在全国劳动人民
和革命知识分子都深切地信赖共产
党和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指出，22 年的人民解放
战争告诉我们， 在任何一个驱逐敌
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 必不可免
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 这种困
难是能够克服的， 但须付以必要的
时间和艰苦的努力。 毛泽东说，我们
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不管什么样的
困难也不怕， 人民解放军的 22 年的
斗争史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经验和信
心，只须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
人民明了自己所遇困难的性质，坚
决地执行克服困难的各项根本政
策，我们就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还将
原标题《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
建》改为《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人民日报》于 1949 年 8 月 1 日
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这篇社论。
社论回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22 年来
的斗争历程，指出：第一，人民解放
军是在中国近代无产阶级先进政党
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队。 第
二， 人民解放军是有思想的同时也
就是有崇高理想的军队。 第三，人民
解放军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有高
度集中纪律的军队。 这三个特点乃
是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
线在人民解放军中的领导所达到的
结果。

各界举办慰问活动
1949 年 8 月 1 日， 各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
共中央，庆贺八一建军节，表示愿
意加强团结，促进统一，向中共中
央和人民解放军学习。 贺电说：
“这支真实的人民革命武力，由于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经受了
22 年的艰苦锻炼， 在今天已经茁
壮坚强， 不仅是中国人民民主的
一个强有力的支柱， 而且是世界
持久和平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了。 ”

华北人民政府致电朱德总司
令、 彭德怀副总司令暨人民解放
军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 表示祝
贺。 贺电说：“回溯我人民解放军
自建军以来， 经历过伟大的革命

胜利， 同时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
困难，在火与血的考验和锻炼中，
终于建成为一支无坚不摧， 无攻
不克的铁的队伍。 ”

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人
发出开展八一建军节慰问部队的
号召。 产业界民主人士孙起孟、阎
宝航及北平市工商界人士刘一
峰、傅华亭、陈荫棠、凌其峻、孙孚
凌等捐款 65.9 万元。 北平被服厂
第四缝纫部职工会的工人们捐款
1.79 万元。 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市
人民政府分别在国民戏院与大华
影院招待居住在北平的烈属、军
属与荣誉军人。北平各影院也在 8
月 1 日对部队官兵免费开放。

万人参观
英雄史迹图片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
部华北画报社自 1949 年 8 月 1 日
至 10 日， 在北平中山公园举办抗
日战争及人民解放战争史迹图片
展。

图片展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
分为华北野战军及其前身八路军
的辉煌战绩。 抗战时期，八路军 115
师一部在师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
挺进五台山，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三年解放战争，华北军区野战
军以伤亡近 24 万人的代价， 取得
了歼敌 101 万人的辉煌胜利。 至
1949 年 2 月全军整编，华北军区野
战军已有 27 万余人， 辖 3 个野战
兵团、11 个军。 照片中战士们转战
在崇山峻岭和漫天冰雪中，跨过原
野，涉过冰河，架起云梯，奋勇登
城，一张照片就是一个战斗场面。

第二部分为民兵和八路军并肩
作战。 照片展示了民兵配合八路军
作战的战斗故事，搬运滚木、扎草
人、拆桥梁、割电线、翻铁轨、炸毁
堡垒，创造著名的地雷战、地道战，
建立白洋淀水上游击队———雁翎
队。

第三部分为军民鱼水情， 展示
了八路军组织训练民兵，帮助老百
姓修盖房屋、筑堤防洪、抗旱点种
等生产生活场景，并有工人、农民
踊跃支援前线的图片展示，表现了
兵民是胜利之本。

第四部分为战利品展示， 展出
了美制火箭筒、 机枪、 榴弹炮、摩
托、坦克、飞机、步枪。

生动的英雄史迹图片展吸引了
数万人参观， 仅开展第一天， 参观
者就达 1.2 万余人。

（据《北京日报》）

1949 年 8 月 1 日，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建军节，北平市人民、卫戍部
队和社会各界纷纷举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人民解放军建立 22 周年。

方城县庚辰矿产品加工厂低品位萤石资源综合利
用改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方城县庚辰矿产品加工厂低品位萤石资源综合利用改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基本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现向公众公示以下信息：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网络连
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S4o1RNZTgQ7in-qr4fJlQ，提
取码: q389。 查阅纸质版报告书：可前往方城县庚辰矿产品加
工厂查阅。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受建设项目影响以及对该
项目建设关心的人群。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链接：http://
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
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电子邮件、电
话、信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建设单位：方城县庚辰矿产品
加工厂；通讯地址：南阳市方城县四里店镇周庙村；联系人：白
经理；联系电话：13569215798。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日期，
公众参与环境信息公开后 10个工作日内。

方城县庚辰矿产品加工厂
2020年 7月 31日

河南博及环保合金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锌制品
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河南博及环保合金材料有限

公司年产 12 万吨锌制品加工项目；
建设地点：内乡县产业集聚区；
建设内容：年产 12 万吨锌制品项目配套

相关工程。
（二）联系方式：林工 13329917777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河北征

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

nyqxhbjc.com/；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http://www.nyqxhbjc.com/；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与建设单位联系，联系方式见
第二条。

（六）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公民。
（七） 提交公众意见表和提出意见的方

式：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在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
建设单位， 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和建议。

（八）提交公众意见表和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河南博及环保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