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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影响与启示

杨　威　陈　毅

摘　要：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坚持与时事教育、国际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相统一，坚

持与群众性爱国运动、各项实际工作、国内其他运动相呼应，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

统一战线，形成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系统总结和分析这些经验，

对于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多方

面的现实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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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权和反抗外

来侵略的英勇壮举，它不仅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

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

而且为中国赢得了长期的和平建设环境，保证了国

民经济的平稳恢复和长期发展。抗美援朝战争的胜

利，不仅是前线战士浴血奋战和英勇牺牲的辉煌成

果，也是国内轰轰烈烈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结晶。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丰

富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经济

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

变，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新挑战与新要求。系统总

结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对于我

们有效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意义重大。

一、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基

本经验

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为我们留

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总结。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时事教育相统一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民众对抗美援朝的态

度和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方面，多数民众对

美国侵略朝鲜的行径表达出无比的愤慨，要求党和

政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

到，“在抗美援朝方面，中国民众‘思想认识很不

一致’，还存在着一部分对抗美援朝的所谓‘消极

性’心态反映”[1]。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首先，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和动乱时

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人们带来了久违的和

平安定局面，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国家领导层，抑

或部队官兵，都希望维持和平的生活状态，排斥、

厌恶战争的情绪广泛存在。其次，国内民众对朝鲜

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缺乏清晰的认识。不少民众认

为，美国侵略朝鲜并不是针对中国，与中国无关；

有的官兵认为，“美国鬼子不会打到中国来，……

何必多管闲事，不要惹祸上身”[2]。最后，当时的

中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国内民众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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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恐美、崇美和亲美的心态。国内民众的这

些消极情绪和心态对当时的抗美援朝形势极为不 
利，人们亟需一场以时事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

义教育。

基于这种情况，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

发布《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指

示》从多方面说明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重要影响，

论证了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也让全国人民

对美帝国主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一）美国

是中国的敌人……（二）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

（三）美国是纸老虎。”[3]《指示》强调要“坚决

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

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4]。

《指示》发布以后，全国立即开始了以时事教育为

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并开展了“仇视、

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活动。在

论证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方面，《人民日报》先后

发表了《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 
理》[5]《中国人民支援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

要意义》[6]等社论和文章；在正确认识美帝国主义

方面，《人民日报》刊登了《怎样认识美国》的宣

传提纲，正如提纲指出：“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应

当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仇视美

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鄙视美国，因

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

的大本营；……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

全可以打败的。”[7]胡绳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美国在历史上怎样侵略中国》[8]，揭露美国侵略

中国的历史，痛斥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威胁中国

的阴谋。通过这些时事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全国人民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洗礼，普遍认识到

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基本清除了人们长

期存在的“恐美、崇美、亲美”心理，更加激发了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

（二）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国际主义教育相统一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美国侵略朝

鲜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开

展，保卫朝鲜人民就是保卫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就

是保家卫国。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爱国主

义教育始终与国际主义教育相统一。

早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夕，我军就开

展了广泛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工作，除了向

广大官兵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和教育，宣传抗美援朝

的必要性、正义性和紧迫性之外，国际主义教育也

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譬如，第13兵团政治部专门编

制了《团结友邦人民》的宣传手册，宣传手册向广

大官兵详细介绍了朝鲜的历史、风俗、习惯，以及

金日成的革命生涯和朝鲜人民军的辉煌历史。1950
年10月8日，毛泽东修改和审定了《中央军委关于

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命令》，这不仅明

确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政治目的，还规定

了一系列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充分彰显出抗美

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如《命令》指出：“为了援

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

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

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

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

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

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9]在抗美援朝战争

期间，毛泽东又强调：“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

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战员、战斗员爱护朝

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

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

利的政治基础。”[10]

这些国际主义的要求和教育，使广大志愿军

认识到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激发了他们的

爱国热情和国际主义精神，涌现出无数以罗盛教、

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为代表的国际主义战士，

谱写出一曲曲国际主义的英雄凯歌。同时，志愿军

战士的国际主义精神得到了朝鲜人民的高度赞赏和

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朝鲜人民时常冒着生命危险

为志愿军送水送饭、为志愿军提供住所、充当志愿

军的向导，以支持和配合志愿军作战；苏联《真

理报》、波兰《华沙生活报》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报

刊，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报刊，如美国《工人

日报》、法国《人道报》、瑞典《新时代报》等纷

纷发表社论和评论，对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立

场和行动表示支持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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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相统一

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军队形成了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核心的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优良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充分发挥了我军长期以来的革命英

雄主义的优良传统，中共中央号召在志愿军和人民

群众中广泛开展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极大地激发了

志愿军的战斗积极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和对志愿军战士的爱戴之情。

在前线部队中，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11]一是“号召指战员人人‘当最可爱的

人，做最可爱的事’”，使广大指战员和志愿军战

士进一步认识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责任感、使命

感和荣誉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斗志；二是“对部

队进行光荣历史的教育”，使志愿军战士深刻认识

到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的优良传统，提高了他们的战

斗素养和政治觉悟，促进了我军优良传统的有效传

承；三是“广泛宣传英雄模范事迹”，不仅宣传

董存瑞、刘胡兰、马特洛索夫等革命年代的英雄人

物，还广泛宣传抗美援朝时期涌现出来的英雄事

迹，如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等，这些革命英雄

和光辉事迹把广大志愿军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积极性

推向新的高潮。与此同时，我军在部队全面开展立

功创模活动，并颁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条

例（草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标准的意

见》，规定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立功评奖准则，

为志愿军的立功运动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使部

队形成了“学英雄、争立功”的良好氛围，成为抗

美援朝的巨大精神武器。在国内宣传战线上，国内

众多媒体向全国人民宣传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的英

雄人物和事迹，讴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不朽功绩，

号召全国人民向革命英雄学习。《人民日报》先后

刊登了《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12]《伟大的邱少云

战士》[13]《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14]等文章

宣传罗盛教、邱少云和黄继光的英雄事迹。在作

家、战地记者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

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描绘出了抗美援朝

战争的艰辛，歌颂了伟大的志愿军战士，弘扬了伟

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正如文章写道：“他们的

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

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

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确实是最可爱

的人！”[15]这些宣传和报道使全国人民都受到了革

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洗礼，更激励着前线战士继续奋

勇杀敌。

（四）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群众性爱国运动相

结合

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最大

政治优势，也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

重要法宝。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最显著特

征，就在于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紧密依靠

群众运动，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群众性爱国运动相

结合。在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

的指示》次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布成立，

随后抗美援朝总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抗美援朝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政治宣传工作，包括爱国公约运

动、捐献武器运动、拥军优属运动、诉苦运动、游

行示威运动、爱国防疫卫生运动等。

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

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指示》把“发起

订立爱国公约”作为当前爱国运动的三个中心工作

之一。根据相关数据统计，“至1951年10月，仅北

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和河北省的统计，即有80%
以上的人口订立了爱国公约，全国邮电工人有85%
订立了爱国公约，全国农村有50%的人口订立了爱

国公约，其中云南省晋宁县有90%的家庭订立了爱

国公约”[16]。签订爱国公约，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

情用公约的形式加以巩固和强化，使爱国情感更加

内化于心，进而外化于行。1951年6月1日，中国人

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

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以此为节点，

捐献武器的爱国主义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全国各

地、各族、各界人民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纷纷加入捐

献武器的热潮。“自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31
日，一年来全国各省市人民银行汇解抗美援朝总会

的武器捐款，共为55650亿余元人民币，以每架飞

机15亿元计算，共折合3710架飞机，尚余人民币 
6230万余元。”[17]从基层农民的捐献粮食，到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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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捐献工资，再到演艺界、工商界、宗教界等

人士直接捐献财物，全国上下涌现出无数生动感人

的捐献事例，广大人民群众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得到

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激发了全国人民更为

浓厚的爱国情怀，而且为前线战士提供了巨大的物

质支援和精神鼓舞。针对美国发动的细菌战，全国

又掀起了反细菌战运动和爱国防疫卫生运动，全国

的卫生状况和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不仅

挫败了美国发动的细菌战，更为我国的卫生事业的

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全国人民

广泛开展诉苦、游行示威等运动来控诉、抗议和揭

露美国的侵略暴行，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觉

悟和爱国热情，等等。这些群众性爱国运动把中国人

民牢牢地团结在一起，激发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精神力

量，极大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五）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

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

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8]纯粹依靠爱国热情的

精神力量是难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只有将这种精

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只有将这种爱国热情投入

到具体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才能将这种

爱国热忱转化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无限力量。“要

使抗美援朝运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就必须使这

个运动与当前的中心工作，与各界各业的本身业务

结合起来。”[19]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始终

坚持与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使爱国主义精神外化

为人民群众的行动力量，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也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物质保障。

为了做到爱国主义教育与各项实际工作相结

合，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先后开展了爱国生产竞

赛、爱国丰产运动等多种形式的爱国运动。在工

厂中，工人们喊出了“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

枪炮，多出一件产品就是增强一份杀敌力量”的口

号，他们把生产竞赛比作战场杀敌，极大地提高了

劳动生产率，涌现出像“马恒昌小组”“高炉卫

士”孟泰、“汗水浇矿山”马万水等先进集体和标

兵人物。在农业战线上，宣传和教育农民个人生产

和抗美援朝的联系，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他们

积极参加爱国丰产竞赛，“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开

展，大大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1951年
的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产量都超过了1950年的水

平。”[20]在工商界，“着重地宣传工商界的踊跃纳

税、反对偷漏税、协助政府稳定市场物价、反对

投机倒把的任务”[21]，既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

转，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在学校中，除了保证

正常的授课任务之外，还“把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

与正课的教育结合起来”[22]，使学生们在学习中接

受爱国主义的熏陶和感染，等等。同时，1951年10
月上旬，中共中央确立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

的方针，在国内整编部队、精简机关、厉行节约、

增加生产，在朝鲜战场节约兵力、物力、财力。这

样，爱国生产竞赛辅之以增产节约的方针，既提高

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形成了全社会的节约

风尚，使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每个人的工作、学习

和生活中，既保证了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也带动

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长远发展。

（六）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内其他运动相结合

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

命被称为党和国家的三大中心任务，这三大任务相

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处理和解决了民主革命时

期的遗留问题，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为国

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抗美援朝

的大背景下，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内其他运动相

结合，有助于广大农民认识到“保护土地改革的胜

利果实就是抗美援朝”，也有助于全国人民领会到

“镇压反革命就是保家卫国”，从而使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任务协同推进。

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

示》中，初步阐述了爱国主义教育与土地改革、镇

压反革命相结合的问题，明确提出要把时事宣传教

育与国内的其他运动相结合。《指示》指出，“可

利用适当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奸商投机、奸人造

谣、特务活动等），组织街头宣传，发起自愿的向

人民解放军和朝鲜人民写信表示敬意和决心等。在

农村中，则应结合当前工作（例如加强地方武装、

镇压反革命活动等）来进行简要通俗的宣传”[23]。

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蓬勃发展，抗美援朝运动为土

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群

众基础和社会环境，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反过



28

杨　威　陈　毅：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影响与启示

来为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局势。在土地

改革运动中，抗美援朝的时事宣传教育与土地改革

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时事教育工作，在进行土地

改革的地区必须与土地改革教育相结合，使广大工

人群众认识土地改革是挖反动势力的根，挖帝国主

义走狗的根，是中国人民大翻身的决定条件，因而

坚决拥护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革命斗争。”[24]广大

农民普遍认识到土地改革就是保家卫国，就是为抗

美援朝服务；要保卫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就必须

要进行抗美援朝。这就把农民反封建和参与土地改

革的热情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同步推进了抗美

援朝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进程。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破坏颠覆

活动明显加剧，他们借美国侵略朝鲜威胁中国政权

之机，四处鼓吹“三次大战”的谣言，妄想“反攻

大陆”，各地的暴乱、抢劫、暗杀事件跃然上升，

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政权的稳

固。基于这种情况，镇压反革命被作为抗美援朝运

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全国各地开始紧

密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来促进爱国宣传和教育活

动。譬如，在上海市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市委

指出：“由于四、五两个月上海工作以镇压反革命

为中心任务，因此，上海当前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

和深入，须紧紧结合镇压反革命来推动全部爱国公

约的订立与执行，并扩大爱国公约中镇压反革命这

一条的宣传和实际行动，使广大群众在爱国的基础

上认识到，镇压反革命分子就是为贯彻爱国公约，

巩固后方，保家卫国，是当前具体爱国行动，发动

他们积极参加和支持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25]通

过这些指示和教育，人们普遍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

反革命分子的帮凶，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都是巩

固社会主义政权的必然要求，不仅促进了镇压反

革命运动的迅速推进，更为抗美援朝提供了政治 
保证。

（七）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建立和完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

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重要经验，

也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保

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统

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

坚持”，要“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26]抗美

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在工人、农民、工商界、

宗教界、妇女、学生等各个阶层和群体中广泛开展

起来，全国的每一处、每个人都受到了爱国主义

教育的精神洗礼，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爱国统一战

线，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11月22日，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中

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关于当前

任务的通告》。《通告》指出：“中国人民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运动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这一

运动应当在全国各地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展

开。望联络当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工

厂、各学校、机关、部队及广大人民群众当中的爱

国先进分子，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工作，以普及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事政治教育，推广仇视、鄙

视、蔑视美国侵略者的运动，以唤起全国各阶层人

民对于美国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扫除美帝国主义残

存在中国一部分人中间的有害影响。”[27]除了前文

提到的在工人中开展爱国生产竞赛、增产节约运

动，在农民战线上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在工商界开

展诸多形式的宣传教育，在学校开展的爱国教育活

动，以及在各阶层各群体开展广泛的时事教育、

“三视”教育等爱国主义教育之外，中共中央积极

推进宗教界的革新运动和妥善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

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相关事宜，巩固和

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在宗教革新运动中，在《中共中央关于天主

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基督教、天主教

要“利用各种机会和经过有爱国心的教徒，向教徒

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

团结虔信的教徒的大多数，反对仍与帝国主义勾结

的少数反动分子，有步骤地使教会摆脱帝国主义

的影响及其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中国人自治、自

传、自养的宗教事业”[28]。自此，宗教界纷纷响应

中共中央的号召，各教会学校、教会团体、教会医

院的人员举行了数次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把

宗教界的爱国反美运动推向高潮。在处理接受外国

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问题上，

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



29 

杨　威　陈　毅：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影响与启示

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

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决定》要求这些相关

机关和团体要积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努力肃清美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影响，割断帝国主义侵

略势力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经济政治联系。以此为基

础，众多的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积极响应党中央的

号召，纷纷开始控诉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下的罪恶现

象，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事实，

赢得了广大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共鸣。在这些爱国运

动的推动下，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

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29]。

二、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历

史影响

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对支援抗美援朝战

争、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培养国民意识等方面带来

诸多积极效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为抗美援朝

战争提供了精神支撑和物质基础

正如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工作的报告》中所言：“抗美援朝运动使全国人民

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民

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强了同仇敌忾、打退美国侵

略者的决心。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了通过

各方面来支援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反抗侵略，保卫远

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强大物质力量。”[30]一方面，

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

和志愿军战士的爱国热情和战斗意志，增强了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必胜信念。在时事教育、国际主义

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感召下，广大人民群众

和部队官兵深刻认识到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正义性

和紧迫性，基本肃清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

想束缚，“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观念

深入人心；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充分发挥国

际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优良传统，涌现出无

数国际主义战士和英雄事迹，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

的爱国热情，这些都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最终胜利

的精神支撑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时期

爱国主义教育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

础。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坚持与各项实际工

作相联系，全国人民踊跃参加爱国生产竞赛、爱国

丰产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全国各界人士积极捐赠粮食、资金、武器

等重要物资，有力支援了前线志愿军战士的作战需

要，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基础

条件。

（二）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巩固了新生

的社会主义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的阶级

成分还较为复杂，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

认知并不完善，不少农民还保留着旧社会的封建思

想，有些资产阶级还对社会主义持怀疑态度，新生

的社会主义政权并不稳固。随着美国武装干涉朝鲜

战争，国内残余的封建势力开始大肆阻挠土地改革

进程，隐藏起来的反革命分子也开始猖獗起来，他

们大搞暗杀、破坏、暴乱等恶性事件，严重威胁着

社会稳定和政权的稳固。基于这种情况，抗美援朝

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紧密呼应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

运动，揭露了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勾结帝国主

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罪恶行径。人

民群众普遍意识到推进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对社

会主义政权至关重要，他们纷纷参与到土地改革和

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来，极大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和

镇压反革命的进程，也对国家稳定和新生政权的巩

固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

“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切入点，在原则上爱国

主义与国际主义、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是统一的、

一致的”[31]。这就把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统一起

来，把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放到同等的地位，使

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进

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

（三）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促进了国民

意识的塑造与整合

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

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

以国民二字并称者”[32]。中国传统社会很少强调国

民意识的概念，人们的国民意识十分淡薄，直到西

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人民的国民意识方才逐步

生成和觉醒。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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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命运，但在帝国主义的

长期侵略和控制下，中国人民的国民意识仍然带有

较强的自卑感和屈辱感特征，国民意识仍需进一步

塑造和整合，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为之创

造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

育对国民意识的塑造和整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意识。在旧社会，在普通大众眼里，“国

家”或是皇帝贵族的“天下”，抑或是财阀军阀的

势力范围。人们对“国家”概念缺乏清晰的认知和

普遍的认同。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对扭转这

种观念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各种宣传和教育活动，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成为普遍共识，广大人民群

众的主人翁意识显著提高。正如云南的一个读报

组所说：“过去我们根本不知道国家是怎么一回

事，到今天才知道，毛主席领导我们得到了解放，

有了自己的国家，也才知道了我们祖国是这样伟

大。”[33]二是主权意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与中

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政府割地、

租地、赔款，这不仅使国家主权遭到极大损害，更

逐步消磨了中国人民的主权意识。随着抗美援朝时

期时事宣传和爱国教育的广泛开展，人民群众普遍

意识到国家主权至关重要的作用，纷纷投入到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浪潮中，中国人民的国家主权意

识得到恢复和重塑。三是责任意识。正所谓“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的兴盛和灭亡，每个国民

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抗美援朝时期，全国的每

一处每个人都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洗礼，

“抗美援朝运动与抗美援朝战争交相互动，形成以

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的时代

精神，把亿万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投身

到保家卫国、建设新国家的神圣事业中去”[34]。全

国人民积极履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责任，共抓生

产建设，齐捐武器物资，展现出昂扬的主人翁姿

态和积极的责任意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责任感显著增强。

三、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现

实启示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爱国主义教

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全

球意识”“超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主权过时论”

等观念甚嚣尘上；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下，民族

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错误论点有所蔓延；同

时，我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日常化、常态化、实

践化机制并不完备。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所

形成的历史经验，为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发

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一）对于开展新时代形势政策教育具有启示

意义

抗美援朝时期，普通民众很难全面把握国际

国内形势的严峻态势和复杂特点，部分民众还存在

着抗美援朝的消极情绪，以及长期以来的“恐美、

崇美、亲美”心态也是国内民众的精神束缚，这些

都对抗美援朝的顺利推进极为有害。因此，抗美援

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坚持与时事教育相统一是非常

必要和紧迫的。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仍然严峻和复

杂，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紧扣时代主题，不断充

实和更新形势政策教育的时代内容。从国内局势来

看，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有所蔓延，“精日、

哈韩、崇美”分子日益活跃，“港独”活动气焰

嚣张。从国际形势来看，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同

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我国周边的国际局

势，尤其是东北亚局势仍波谲云诡。这都提醒我

们，伟大事业伴随着伟大斗争，伟大斗争需要继续

发扬伟大爱国精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

要》指出：“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引

导人们充分认识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

性，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

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进

行伟大斗争中更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爱

国主义教育必须把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及其对中

国的挑战作为重要内容，使人民群众立足于国情来

掌握世情的发展变化，更好地认清国内外局势特点

和演化趋势，认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忧患意

识、斗争精神和亮剑本领。

（二）对于新时代正确认识和处理爱国主义与

国际主义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秉持崇高的国

际主义精神，不仅获得了朝鲜军民的高度赞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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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取

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经验。我们要弘扬的爱国主义，绝不是狭

隘爱国主义，更不是极端爱国主义。新时代爱国主

义教育，不仅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原则，更要发扬国

际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

界。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关。我们要把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尊重

各国的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

发展道路，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

养，增强中华文明生机活力。”[35]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以开阔的视野看待世界，

以宽广的胸襟拥抱世界，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全球化

的过程，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对外开放原则。同

时，要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既要保持对祖国的热爱和

忠诚，也要恪守对他国的尊重和理解；既要坚持本

国的独立自由和主权完整，也要尊重他国的制度选

择和发展道路；既要维护本国的利益和诉求，也要

履行相应的国际职责和义务，进而使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与世界人民的繁荣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充分

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

（三）对于新时代继承和弘扬革命精神具有启

示意义

抗美援朝精神，是抗美援朝这一段历史所形成

的宝贵精神遗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有机组

成部分。抗美援朝时期，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志愿

军战士英勇杀敌的力量源泉。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的感召下，前线志愿军战士“人人争当英雄”，国

内民众“人人爱戴英雄，人人学习英雄”，极大地

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进入新时

代，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出现了革命意志衰退、

革命情怀淡薄的现象，在一些青少年中存在着对革

命历史传统和抗美援朝精神的隔膜甚至怀疑，这些

都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当

继续传承和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优良

传统，充分利用和开发抗美援朝这一历史资源，加

强党史教育，并结合新时代实践发展的要求，为革

命精神的教育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时代精神和

时代力量。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新方法，“推进教育

技术的现代化，把握互联网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运

用互联网思维开展教育”[36]。大力宣传抗美援朝时

期中国共产党员、志愿军战士、社会各界人士的英

雄事迹，充分发挥抗美援朝纪念馆、档案馆、影视

文化作品的教育功能，在青少年中加强革命精神与

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四）对于新时代不断完善爱国主义教育方法

具有启示意义

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方法论原

则和具体方法上，都有很多值得继续坚持和发扬的

方面。首先，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当坚持群众路

线，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活动。抗美援朝时期的爱

国主义教育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新时代的

爱国主义教育，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突出主旋律，

弘扬正能量，增强群众性爱国活动的吸引力、感染

力和说服力。其次，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当紧密

结合具体实际，使爱国主义教育充分融入人民群众

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之中。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

教育是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紧密结合的，抗

美援朝运动本身就是日常性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新

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把爱国主义

渗透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探索形成爱国主义

教育与日常生活融入贯穿的有效机制。

（五）对于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

一战线具有启示意义

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在工人、农民、

工商界、宗教界、妇女、学生等各个阶层和群体中

得到普遍开展，巩固和发展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

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正确审视我国社会阶层

结构的新变化，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发展

的新趋势。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要继续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国家安全

和祖国统一教育，深刻揭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

心所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旗

帜鲜明反对分裂国家图谋、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

增进广大同胞心灵契合、互信认同，筑牢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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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fluence and Indica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Yang Wei    Chen Yi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carry 

out a variety of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s. During this period, patriotism education combined current affairs, inter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ary heroism education with the mass patriotic movement as well as various practical work and other domestic movements. 

It consolidated and developed the most extensive patriotic united front and produced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 systematic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se experiences can help us further promote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better develop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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