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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经灵川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终

止我局 2020 年 9 月 19 日在《桂林日
报》刊登的“灵自然告字〔 2020〕12
号”公告地块的挂牌出让活动。

特此公告
灵川县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9 月 27 日

□新华社记者徐扬 汪伟 梅常伟

27 日 11 时 18 分，从韩国仁川机场起飞
的中国专机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机上搭
载着 117 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

这些阔别祖国近 70 年的英雄，回家了！
这是第七批回国的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今天载运他们的是国产运-20 大型运输机。
进入中国领空后，两架战斗机起飞护航，

以空军特有的礼仪向先烈致敬。
碧空湛湛，长风猎猎，停机坪庄严肃穆，

100 多名礼兵和持枪卫兵挺拔伫立。
专机降落后，两架护航的战斗机通场飞行

而过，轰鸣声响彻云霄。停机坪上架起水门，
向归来的志愿军英灵致以崇高敬意。

11 时 54 分，礼兵将棺椁从专机机舱缓
缓移出，把鲜艳的五星红旗覆盖在紫红色的棺
椁上。

这一刻，英雄们的灵柩终于踏上了祖国的
土地！

“兄弟们，你们终于回来了！” 88 岁的
志愿军老兵李维波嗓音嘶哑，眼眶湿润，“祖
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你们！”

12 时 20 分，迎接仪式开始。军号手吹
响婉转低回的《思念曲》，礼兵护送着 117 位
志愿军烈士的灵柩，缓步来到棺椁摆放区。

英雄回家，山河动容。人们向烈士灵柩三
鞠躬。

仪式结束后，礼兵手捧灵柩护送志愿军烈
士遗骸启灵。载着灵柩的 12 部军用车辆在警
用摩托的护送下缓缓驶出机场时， 5 位志愿

军老兵全体起立敬礼，朝着车队前行的方向目
送良久。

这 117 位烈士将于 28 日安葬在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从机场到陵园， 30 多公里的
长街，许多前来迎候的市民手持国旗，静静等
待。沿街两侧的电子显示屏打出“天地英雄
气，千秋尚凛然”“向最可爱的人致敬”等字
样，迎接英雄回家。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2014 年以来，累计有 716 位在韩
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

当英雄灵柩车辆驶离机场时，志愿军烈士
祝志敏的女儿、 68 岁的祝江波眼泪一下奔涌
出来：“迎接他们就像迎接自己的父亲一样，
心情无比激动。今天，英雄终于回家了！”

（新华社沈阳 9 月 27 日电）

今日，英雄回家！

新华社沈阳 9 月 27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27 日上午在沈
阳桃仙国际机场出席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骸回国迎接仪式并讲话。上午 9 时，中韩
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 117 位在韩志愿
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运送烈士遗骸的专机进
入中国领空后，空军两架战斗机迎接护航。
12 时 25 分，迎接仪式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正
式开始。

孙春兰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70 年来，祖国和人
民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国人民志愿
军为维护正义、反对侵略所建立的不朽功勋，
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志愿
军将士，始终没有忘记用鲜血染红金达莱花的
烈士们，他们的贡献彪炳史册，他们的英名万
古流芳。

孙春兰强调，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永远是中
国人民团结奋进、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
财富和力量源泉。 70 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

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了疫情防控的
重大战略成果，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
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
神，生动诠释了抗美援朝精神，并在新时代传
承和发展。

孙春兰指出，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弘
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倍加珍惜
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环境，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继续
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迎接仪式后，烈士遗骸棺椁被护送至沈阳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28 日 10 时，安葬仪式
将在该陵园志愿军烈士纪念广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徐剑梅 孙丁 邓仙来

26 日，白宫玫瑰园，美国总统特
朗普宣布提名立场保守的联邦第七巡回
上诉法院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为联邦
最高法院大法官，填补自由派大法官金
斯伯格去世后留下的空缺。

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大法
官由总统提名，由参议院批准。分析人
士预计，在美国总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
景下，共和、民主两党将围绕这一提名
展开激烈争斗。

为何是她

48 岁的巴雷特生于美国路易斯安
那州新奥尔良市，毕业于圣母大学法学
院，曾任已故保守派联邦最高法院大法
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助理。金斯伯格
去世后，她是特朗普“面试”的唯一人
选。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选择提名巴

雷特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金斯
伯格被视为美国进步女性“偶像”和争
取女性法律权益的先驱，特朗普在金斯
伯格去世后迅即表示“最有可能”提名
一名女性法官，以顺应民意。其次，巴
雷特在堕胎、医保、控枪、移民等一系
列问题上持保守立场，深受美国社会保
守派和宗教右翼人士欢迎。第三，要赶
在 11 月 3 日总统选举投票日前通过提
名，参议院快速完成听证程序至关重
要。巴雷特 2017 年被特朗普提名为联
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时已通过国会
审查程序，因此提名她可缩短背景审查
时间，减少发生意外的概率。

此外，美国舆论认为，大法官提名
战将为大选设置新议题，可能会分散美
国选民在竞选最后阶段对新冠疫情的注
意力，有利于特朗普的选情。同时，巴
雷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天主教徒是
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的重要选民群
体，提名她被认为可能有助于特朗普在
该州争取更多支持。

党争走向

特朗普在大选前提名大法官之举遭
到民主党人强烈反对。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拜登 26 日发表声明说，在大选产生
下一任总统和下一届国会前，国会参议
院不应对大法官提名采取行动。然而，
由于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掌握多数席
位，民主党很难拖延或阻止参议院通过
对巴雷特的提名。

目前，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已宣布从
10 月 12 日起举行为期 4 天的公开听证
会。预计参议院将在 10 月底举行全体
投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司
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均表示，已掌握
通过巴雷特提名所需的多数票。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26 日指责
说，特朗普和共和党人不仅无视金斯
伯格关于在新总统就职前不任命大法
官的遗愿，还要“用一个可能摧毁她
成就的人来取代她”，并在疫情肆虐
之际再次把“美国民众的医保放在枪
口上”。

影响深远

如参议院投票通过，巴雷特将成

为美国历史上第 115 位联邦最高法院
大法官、第 5 位女性大法官和目前最
年轻的大法官。届时，联邦最高法院
将由 6 名保守派和 3 名自由派大法官
组成，这将彻底重塑联邦最高法院格
局，并使该院由保守派主导的局面持
续更长时间。

特朗普 25 日在一个竞选集会上
称，任命联邦法官尤其是联邦最高法
院法官，“是（美国）总统能做的最
大一件事，因为它为美国未来四五十
年定下了基调”。

民主党人担忧，随着最高法院“右
转”，未来在种族问题、投票权、枪支
管制和环境监管等法律领域，保守派都
有机会逆转过去的判例。

美国媒体和法律界人士指出，在竞
选最后阶段发生的大法官提名战恐使党
争更加激化，并损害联邦最高法院超脱
政治的信誉。从长期来看，如果联邦最
高法院的立场严重失衡，其裁决合法性
可能会受到更多质疑，美国社会的分裂
可能因此进一步加深。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6 日电）

特朗普提名保守派大法官 恐进一步激化党争
■国际观察

孙春兰出席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骸回国迎接仪式并讲话

 9 月 27 日，在沈阳桃仙国际
机场，礼兵将殓放志愿军烈士遗骸的
棺椁从专机上护送至棺椁摆放区。

新华社记者杨青 摄

 9 月 27 日，在沈阳桃仙
国际机场，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
的空军专机通过水门。

新华社记者杨青 摄

▲ 9 月 27 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韩方（右）向中
方礼兵移交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新华社记者王婧嫱 摄

 9 月 27 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中方礼兵护送志愿
军烈士遗骸上飞机。 新华社记者王婧嫱 摄

（上接第一版）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
史上的英勇壮举。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最大限度保
障人民生产生活，我国成为第一个恢复
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
在望。这些都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彰
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强大精
神动力，极大增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对
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
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汪洋强调，香港、澳门的命运始终
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将坚定不
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
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
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
面管治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做好
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的相关工作，支
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完善与维护
国家安全法配套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只要坚持“一国两制”正确方向，香
港、澳门一定能够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汪洋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我们坚定不移
贯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愿
与台湾各政党、团体和人士在坚持“九
二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对话沟通。我们

将一如既往尊重关爱台湾同胞，继续
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推动
两岸交流合作提质增效，助力台湾青
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台独”是
绝路，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都
是非法无效的。

汪洋强调，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我们将
全面贯彻落实侨务工作方针政策，竭
诚做好各项为侨服务工作，凝聚侨
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
益，支持侨胞不断作出新贡献。

招待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
篪主持。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600
多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招待会。

■今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