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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跨
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
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
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
的伟大胜利，谱写出气壮山河的
英雄赞歌！目前，我市健在的抗
美援朝志愿兵有 200 余人。昨
天，记者走近94岁的抗美援朝老
战士蒋恒，聆听他的感人故事。

当记者到蒋恒家时，他正在
收看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的电
视直播。在看到电视中出现的
一个个老兵身影、听到习近平总
书记激动人心的讲话时，蒋恒情
不自禁，眼眶红润，那段少与人
言说的历史在蒋老的讲述中浮
现在记者眼前。

1948年，蒋恒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与部分同
学报名转学到华东军政大学（今
国防大学前身）学习，由于表现

突出，蒋恒被学校评为“五好战
士”。随后，学校选拔蒋恒等一
批学员到沈阳“朱瑞炮校”高炮
系学习。学成回到上海后，蒋恒
被分配到了高炮部队，多次参加
保卫上海发电厂的防空战斗。
驻扎期间因表现勇敢，三次获得
四等功。当时部队战斗人员的
文化水平都不高，对高端武器等
了解更是少的可怜，面对经常来
袭的敌机，大家对其型号、性能
等信息都不知道。当时，高炮部
队驻扎在一所私立学校内，侦察
哨就设在五楼的图书馆。作为
文化教员的蒋恒偶然间发现，图
书馆里有不少关于美军、国民党
部队飞机的介绍，他便找机会一
一将它们摘录下来，回去再讲给
部队里的高射炮兵们听。通过
这样的讲解，战士们就记住了相
关的知识，这也为他们后来在朝
鲜战争中打下敌机起到了不小
的作用。

1950 年 10 月，当时年仅 24
岁的蒋恒跟随大部队跨过鸭绿
江，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战士。

说起抗美援朝，蒋恒神采奕
奕，不停地比划手势，向记者讲
述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那时
很艰苦。在零下十几度的情况
下，我们只有单薄的衣服穿，寒
风刺骨，我们咬牙坚持。”虽然条
件艰苦，但战士们的斗志从未减
弱。老人至今还记得，温井战
斗，在敌我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
下，他们高炮连用 4口高炮打下
敌人9架F84型飞机，“那可是当
时美国最先进的超音速喷气式
飞机。”那次，他们立了集体三等
功。

1953年回国后，蒋恒出任华
东军区干部速成学校教员，此后
又立三等功一次。2000年，正值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50周
年之际，他受国防部特邀，作为

我省唯一代表，与军旅作家魏巍
等参加百名志愿军老战士代表
团，随时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
长迟浩田上将访问朝鲜，受到朝
鲜领导人隆重欢迎。

从部队转业时，蒋恒主动要
求回家乡教书。在岗位上，他兢
兢业业、扎实勤奋，成为同事眼
中德高望重、德才兼备、受人爱
戴的好老师。经历过枪林弹雨，
蒋恒变得十分豁达，对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更是心怀感恩。蒋
恒说，党和政府让我们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虽然现在日子好
了，但革命传统不能丢，革命历
史更应该被时刻铭记。

如今，虽是鲐背之年，但蒋
恒依旧拥有梦想：“我要让晚年
生活更加有活力、更加有朝气，
所以我现在每天坚持锻炼两次，
会去河边跑跑步、做做操。我想
多活几年，争取活过100岁，再多
看看这盛世繁华！”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94岁的抗美援朝战士蒋恒说——

“我想活过100岁，多看看这盛世繁华！”
本报记者 魏郡玉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昨
日上午，市人大党组成员、市总
工会主席蔡国璐带领部分市人
大代表，先后前往杏虎村和碧
云天生态园等气象观测站，对
我市气象工作进行视察。

为进一步提升气象服务效
益，努力做好农村防灾减灾和
乡村振兴工作，市气象局建有
双套自动气象站，并从今年4月
1 日实现自动化气象探测。目
前，全市共建有5要素新型自动
气象观测站 15个，覆盖所有镇
区，高速公路交通气象站点 1
个，农业小气候站 2个，还建有
GPS/MET探测仪、自动土壤水

分观测仪、能见度仪等先进专
业设备，确保在防汛减灾和夏
（秋）收夏（秋）种等关键农事季
节提供准确的数据。尤其是今
年 7 月 13 日~16 日的强降水过
程中，市气象局及时准确发布
预警信息，我市及时启动应急
预案和应急响应，加强了防范，
减小了损失，收到了较好的社
会效果。

此外，为充分发挥突发事
件预警信息发布体系的作用，
加强气象防灾减灾工作，我市
将气象预警信息发布平台与政
府应急广播系统实现有效对
接，在气象局安装了一套应急

广播发布系统，实现全市 12个
镇（区、街道）、193个行政村、城
市广播综合体、公园、车站、紧
急避难所、主要通道、危管企业
的全覆盖，已发布高温、暴雨、
雷暴、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
预警信号20多次。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市人大代表们就气象工作如何
进一步服务农业生产和经济工
作、如何服务社会和公众、如何
在防灾减灾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如何在推进生态环境建设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及气象
工作如何再上新台阶等方面提
出意见和建议。

本报讯（记者 殷香）为庆
祝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 75 周
年，昨日上午，由中国民主促进
会扬州市委员会、中国民主促
进会镇江市委员会、民进丹阳
基层委员会主办的琴扇展在我
市美术馆开展。市政协副主席
陈建红参加活动。

75年前，以马叙伦、王绍鏊
为代表的一批文化界和工商界
爱国知识分子，在上海发起成立
了中国民主促进会。75年来，民

进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振兴中
华的宏伟事业中，谱写了民进光
荣的历史篇章。镇江丹阳民进、
扬州民进始终坚持“爱国、民主、
团结、求实”的优良传统，认真履
行职能，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
作，为社会改革发展和和谐稳定
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次展览共展出两地艺术
家精心创作的扇画 60幅、古琴
15床，扇有各色类别，琴有不同

形制。他们妙手生花，以笔墨
书写初心使命，以丹青赞美祖
国山河，以古琴奏响天籁之音。

据了解，此次展览活动，首
次将古琴制作技艺和中国传统
书画艺术巧妙融合在一起，旨
在以艺术为桥梁，深入促进镇
江丹阳、扬州两地民进会员之
间的文化交流，同时展示两地
民进会员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抒发对祖国的热爱，表达对
民进前贤的敬意。

镇江扬州两地民进举办琴扇展
共展出两地艺术家精心创作的扇画60幅、古琴15床

市人大代表视察气象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旦平）昨
日，国家交通运输部全国干线
公路养护管理评价路况检测检
查组抵达我市，对G233线（丹
阳段）进行“十三五”全国干线
公路养护管理和综合质量效益
评价。

2020 年是五年一度的全
国干线公路养护管理检查年，
国家交通运输部以“国评”形式
对全国各地“十三五”期间公路
养护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检验，
我市被检测路段为 G233 丹阳
段（丹阳往金坛方向），起点桩
号Ｋ1696 + 693，终点桩号Ｋ
1709+117，主要检测内容为路
况质量等。

今年以来，我市交运等相
关部门加强日常养护巡查，推
进精细养护管理，全面调查干
线公路路况，结合 2020年度大
中修养护计划和年度养护资金
情况，制订小修保养计划和专
项养护计划，截至目前，已完成
沥青修补约 900 立方米，沥青
扩灌缝 19948 米，有效提升了
干线公路路况水平；大力开展
干线公路五项整治活动，根据
季节、气候特点和全面调查摸
底情况，确定各阶段整治内容
和重点，截至目前，已完成全线
路肩高草修剪 77.3497 万平方
米，路肩、边坡堆积物清理 215
立方米，路缘石维修0.945立方
米，边沟盖板补缺15.2米，百米
桩、里程碑维修更换 35 块，及
时疏通清理边沟、涵洞 41.776
公里。

我市迎“十三五”
国评路况检测

为丰富老年人的生活，22
日晚，云阳街道开展“欢乐庆
重阳，送戏到九房”活动，为辖
区九房村送去一台精彩的戏
曲“大餐”，《双推磨》《梁山伯
与祝英台》等传统戏曲节目受
到老年人的喜爱。图为演出
现场。（记者 萧也平 摄）

戏曲大餐送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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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体广旅局走
访慰问抗美援朝
志愿军战士

本报讯（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高志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之
际，10月21日～22日，市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走访慰问了我市抗
美援朝老战士蒯珩珍和谢志峰。

慰问组一行为老战士送上
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颁发给抗美援朝老战士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并询
问了老战士的健康状况和生活
情况，对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不畏强敌、敢打敢拼、英勇善
战、不怕牺牲的英雄壮举给予
了充分的赞扬。慰问中，两位
老战士表示，过去他们是保家
卫国的革命军人，一路从战火
中走来，历经解放战争、朝鲜战
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如
今，看到祖国繁荣昌盛，现代化
人民军队建设更加强大，人民
安居乐业，倍感欣慰。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杨国兴）22日，市场监督管
理局、民营经济协会、关工委、
教育局关工委在吕叔湘中学举
行“助学宏志，圆梦成长”爱心
捐助仪式。

“我们因为某些家庭原因，
不能在学习的海洋里遨游，不
能在知识的森林里漫步，甚至
在迈向成长的道路时，我们的
眼眸里闪烁着犹豫和不安。”宏
志生代表讲述着自己求学路上
的感受，“但是现在，在我们身
后有学校和社会爱心人士，他
们的默默支持，为我们扫平了
障碍，我要感谢他们。”该同学
表示，一定会将这份爱心能量
转化为努力学习的动力，放开
眼孔读书，立定脚跟处事，在人
生的征途上砥砺前行。

会上，19位高三宏志生每
人领到了 1000元助学款，这也
是市场监管局连续第5年对需
要帮助的困难学子进行帮扶。

吕叔湘中学 19 位
宏志生获得助学款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冯友江）22日，市血站流动
采血车开进了南京师范大学中
北学院，中北学子积极参与无
偿献血，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
爱心热潮。

活动现场分为填表区、初
筛区、献血区、领证区等几个区
域，十几位志愿者穿梭其中，为
前来献血的同学提供指引和服
务。来自大二环境艺术专业的
张津铭同学是第一次参加无偿
献血，他说：“第一次献血既兴
奋又紧张，不过是做好心理准
备来的，想着自己的血液能延
续他人生命，十分开心。”会计
班的何慧娴是大一新生，她告
诉记者，她在电视上看过很多
人排队献血镜头，了解到血液
对于生命的重要，也被他们的
爱心所激励，接下来她还会继
续献出自己的爱心。

据统计，活动当天共有
400人献血120000毫升。

此外，记者了解到，目前我
市B型血库存不足，为让更多
患者能得到及时救治，市血站
工作人员呼吁B型血的爱心市
民能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全面
缓解目前 B 型血用血紧张局
面。

400位中北学子
撸袖献血 12 万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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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又称抗美援朝运
动或抗美援朝战争，是上世纪 50
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的一部
分，仅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
阶段，也包括中国人民支援朝鲜
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
动。1950 年 7 月 10 日，“中国人
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
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
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
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
幕。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
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胜利结
束。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回中
国，10 月 25 日为抗美援朝纪念
日。

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10
月23日上午10时，纪念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可以说，抗美援
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
泣的凯歌，而且锻造出伟大的抗
美援朝精神，这种精神永远是中

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上甘岭战役是 1952 年 10 月

14日至 11月 25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与“联合国军”在上甘岭及其附
近地区展开的一场战役。在上甘
岭战役中，美军调集兵力 6 万余
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
出动飞机 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
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
倾泻炮弹 190 余万发、炸弹 5000
余枚。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
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
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
五六米。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
役，持续鏖战 43 天，敌我反复争
夺阵地达 59 次，我军击退敌人
900多次冲锋。

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役
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也可以称
此战役为人肉大战。在上甘岭的
战场上无数英烈在此战亡，而这
战役仅仅是美军与志愿军交锋的
一个小山头，美军原本是想通过
此次战役达到侵略的结果，可惜，
美军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而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志愿军
与美军交锋打得暗无天日、日月

无光之时，蒋介石却在台湾放声
大笑，这是为何?

上甘岭虽然战略位置非常重
要，但是地型特别狭小，长仅
2700米、宽1000米的地域内只有
597.9 和 537.7 两个高地，最多只
能够放两个连在上面。美第八集
团军指挥官范佛里特，把这次行
动命名为“摊牌行动”，计划以伤
亡 250 人代价拿下上甘岭。结
果，这场战役打成了双方为了争

“脸面”，而演变成“肉磨子”。据
有关资料：整个战役中国军队死
亡人数是 7100 人，伤残 8500 人；

“联合国军”死亡 11300 人，伤
13600人。伤亡比为1：1.6。许多
中国士兵不是被打死的，是被炮
弹震死的。据志愿军统计，自己
伤亡1.15万人，估计杀伤敌军2.5
万人。

战斗激烈程度空前罕见，特
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
大战最高水平，双方10万余人拼
命厮杀，共有 4.06万士兵倒在这
片土地上，“上甘岭战役成为名副
其实的绞肉机”之战，古今中外战
争史所罕见。

鏖战 43天后，美国人被彻底
打服了，不得不承认无法攻克上
甘岭，此役后联军停止了任何对
志愿军的大规模进攻计划，万般
无奈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
定》，美军止步三八线。“上甘岭战
役”是秦基伟15军打的，12军副
军长李德生亲自带领 31 师参加
了战斗。这两支部队同属于第三
兵团，兵团司令员是王近山，王
司令最后也亲自上了高地。克拉
克评价：“这是朝鲜战场的凡尔
登。”林彪说：“上甘岭是肉磨

子。”
蒋介石十分解气地说：“在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
对手，盟国说我蒋介石不行，可
是他们又怎样呢，我看他们西方
国家也是一群蠢猪。他们与中共
毛泽东比，从哪方面都无法相
比!16 个国家最精良的军队，最
先进的陆海空立体军事集团，30
多个后勤支援国家，加在一起
40 多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竟然被
毛泽东打得如此狼狈，丢人现眼，
耻辱啊!”

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

蒋介石放言无人是毛泽东的对手

朝鲜战争结束后，对美国的
影响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是弊
大于利。1953年 7月 27日，随着
战争双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
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爆
发的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正式宣
告结束。而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
大的国家——美国，同时也是朝
鲜战争的主要参战方，在这场战
争中却丢尽了颜面，自身的威望
不仅大为下降，而且实力也受到
了相当大的影响。具体的影响可
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使美国的遏制政策由政
治、经济层面转向了军事层面

对美国来说，在朝鲜战场的
失败，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失
败”。战争结束后，在美国国内引
起了巨大的反响，给美国国内带
来的影响也是沉痛的。但也正是
这场不光彩的战争，使美国不得
不重新审视并且改变其在全球的
战略布局。从冷战开始一直到朝
鲜战争结束之前，美国的遏制政
策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如
北约的建立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
等。但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
战后的遏制政策由政治、经济层
面转向了军事层面，遏制范围也
由欧洲扩张到了亚洲，这种扩张，
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严重阻碍和制约了美国经济的发
展。

朝鲜战争结束后，至 1955
年，美国已经在全球36个国家建
立了 450 个军事基地，并与美洲
以外的约 20 个国家签订了政治
与军事协议。同时，美国出台的
所谓“双边安全互利”的政府援助
项目，在目的上，已经远远超越了
旨在帮助受援助国家恢复经济与
社会重建的宗旨，而更倾向于军
事层面。可以说，朝鲜战争结束
后，美国的遏制版图已经由欧洲
地区扩展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冷战开始全球化。在这场战争
中，美国的理想、信心和实力均遭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最终迫
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其在全球的战
略布局，将遏制政策由经济、政治
层面转向了军事层面。

二、朝鲜战场的失败使美国
在国际事务中的威信下降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与其
欧洲盟友合作过程中的傲慢行为
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严重削
弱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威信。
朝鲜战争的失败，使得杜鲁门政
府由于朝鲜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
社会问题而饱受美国朝野的攻
击，从而使其政府在美国公众中
的声誉大打折扣。

朝鲜战争的失败，不仅带来
了一系列社会性的问题，且对一
些重要人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比如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五
星级上将麦克阿瑟，由于在战场
上指挥欠佳，不得不提前结束了
他无与伦比的军旅生涯，这位 20
世纪美国最优秀的军事战略家就
这样灰溜溜地下台了。

朝鲜战争的失败，毫不留情
地让美国人在其实力的巅峰时期
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尽管美国领
导人在战后表示“美国实际上赢
得了战争的胜利，因为它遏制了
共产主义发展的势头”。但美国
领导人在内心也清楚地认识到，
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是失败的，为
了保护一个对于美国来说没有任
何战略意义的国家，却败给了当
时只拥有少量武器，装备极为落
后的中国军队，这场出乎意料的
战争，出乎意料的结果，使美国人
从胜利的巅峰跌落到了进退维谷
的境地，面对这样一场给美国带
来了如此多问题的战争，美国人
心中多少有着难以名状的挫败
感。

三、朝鲜战场的失败，是美国
军事上的一次重大失败

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的
美国克拉克将军曾说道：“我获得

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我是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取得胜
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
军。”从克拉克的这句话，我们可
以得知，朝鲜战争对于美国来说，
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因为双
方实力悬殊，美国在当时毫无疑
问是世界第一强国，而中国当时
一穷二白，通过下面一组数据对
比我们可以得知当时中美之间的
差距有多大。

在总产值方面，中国：574亿
元人民币，约合 280 亿美元；美
国：2848亿美元，是中国的10倍。

在双方的战争投入方面，中
国：总投入62.5亿元人民币，物资
投入约 560 万吨；美国：总投入
830 亿美元，共消耗物资约 7300
万吨。

在战争伤亡方面，志愿军共
伤亡 36.6万人，而“联合国军”伤
亡、失踪和被俘的人数达到了
2256523人之多。

在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
下，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美军
除了在仁川军事上的胜利之外，
在其他领域几乎毫无建树。最
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却
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节节败
退，从鸭绿江打回到三八线。所
以，从军事角度来看，朝鲜战争是
美国的一个重大的军事失败。

总的来说，朝鲜战争结束后，
对美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朝鲜战争
让美国取得了一些关键性的胜
利。它巩固和维护了集体安全原
则，将北约由以前的政治结盟转
变为由美国领导并整合的军事组
织，巩固了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
建立并且推动了冷战期间世界格
局的形成。但就整体而言，美国
在朝鲜战争中失去的要比得到的
多得多，除去其战争损失之外，其
在国际事务中威信下降以及经济
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总体来
说，朝鲜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是弊
大于利的。

抗美援朝一战，志愿
军在武器装备全面落后于
美韩等国联军的情况下，
依然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战
果。这一战也打出了军
威，打出了民族尊严，奠
定了今后的国际地位。而
在这 3年期间里，志愿军
方面涌现了诸多战斗英
雄，黄继光、邱少云、杨
连第等人的事迹依旧流
传，而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在这些特等功臣中，
有一人一枪未放，却令美
军气急败坏。

他叫郭金升， 1916
年出生于辽宁凌源市一个
普通农民之家。1951 年
10 月，他跟随铁道兵工
程总队入朝参战。一开
始，美军仗着强大的军事
实力掌握制空权，经常对
铁路沿线进行轰炸，为了
阻止志愿军，美军就在铁
路桥梁附近投下了大量的
定时炸弹，很多战士因此
牺牲。

美军之所以没有直接
投下炸弹轰炸目标，而是
选择定时炸弹，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定时炸弹既能炸
毁目标，又能给对方带来
很大的精神压力。因为你
根本不知道它何时引爆，
如果不拆除，志愿军就很
难展开部署。然而一个航
空定时炸弹重达几百斤，
从高处砸向地面都能砸出
几米深的大坑，不要说拆
除，就是弄出来都很吃
力，有时候好几个战士合
力才能将其拉到空地上。
然后再将炸弹引爆，过程
耗时耗力不说，还很危
险，一不小心就会触动引
爆，可谓十分艰难。

郭金升觉得这个办法
太笨了，可自己一时又想
不出什么好办法，于是在
战友们拆除时，他就在一
旁仔细观察。时间久了，
还真的让他看出了一点门
道，他找到了反拆卸钢
珠，打开炸弹顶部的螺
丝，找到导火管，拧下引
信，拆了引信的套筒，一
枚炸弹就这么报废了。按
照这个办法，他一晚上连
拆了十几枚炸弹，最后确
信这个办法有效。有了这
个经验，他又研究出了如
何拆除蝴蝶弹、地雷等方
法。自那之后，每当有美
军战机从头顶上飞过，郭
金升就在后面拆投下来的
炸弹。

在他参与战斗期间，
他 一 共 拆 了 50 多 种 炸
弹，共计 1129 枚，光是
从这些炸弹中取出来的炸
药就有 27 吨左右，后来
这些炸药还被用于开山采
石、修建防空洞等。粗略
估计他为国家节省了近
1.6 亿元，还帮助部队培
养 200多个拆弹人才，可
谓居功至伟。

而战后美军知道这个
事情以后，气得要求工程
师更改炸弹结构，虽然气
得暴跳如雷，但是还是相
当佩服郭金升的智慧，并
称 他 为 “ 炸 弹 克 星 ”。
1952年6月，这个在朝鲜
战场上一枪未放的巡道工
郭金升，被授予特等功臣
光荣称号，朝军也授予他
一级战士荣誉勋章。正是
因为有了像郭金升这样的
英雄，我国才能取得一次
又一次的胜利，向伟大的
人民英雄敬礼！

朝鲜战争结束后，
对美国产生了哪些影响？

最牛特等功臣郭金升：
一枪未放，让美军气急败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