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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rma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Spirit of the
War again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论抗美援朝精神的形成及影响

□ 马文新 田新宇

摘要: 抗美援朝精神的形成源于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而抗美援朝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志
愿军将士们表现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体现在国内，全国人民
万众一心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表现出巨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有利于提高部队打赢
能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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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60 周年座谈会”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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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 祖国

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

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

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

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总结和弘扬

抗美援朝精神对实现“中国梦”有重要意义。

一、抗美援朝精神的形成源于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

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新中国面临诸多困难。国内百废待兴、百业待举; 国际上外交工

作尚未打开局面。面对邻国的危险处境，中国是隔岸观火、中立自保，还是出手相援、共

御强敌? 中共中央、毛泽东基于国内国际诸多因素考虑，权衡利弊，最终做出了 “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也正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是为正义、为和平、为祖国而战，

才有了志愿军将士的舍生忘死，有了可贵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
( 一) 出兵朝鲜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于中国有利。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

战爆发; 26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介入朝鲜战争，同时命令美军第 7 舰队入侵台湾

海峡，武装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7 月，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成由 16 国参加

的“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两个多月后，朝鲜人民军将战线推进到了洛东江畔。
9 月 15 日，美军“仁川登陆”成功，朝鲜战局急转而下; 10 月 7 日，“联合国军”越过三

八线，直逼鸭绿江中朝边界。美军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镇和村庄，使新中国的安全受到严

重威胁。

面对国家安全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如何决策? 一方面，刚刚历经百年战火洗礼的中国

人民渴求和平安宁的建设环境，不愿同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冲突。当时国内面临解放台湾、

进军西藏、肃清匪霸、巩固政权、复苏经济等诸多问题，与装备精良的美军较量，胜算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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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另一方面，美军第 7 舰队已入侵台湾海峡，

如果美国再占领朝鲜全境，将对中国东部沿海形

成包围之势，随时可能对中国本土发起攻击。当

时中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在东北，而东北的重工

业半数以上在辽南。美国陈兵鸭绿江，必将危及

东北重工业基地建设，威胁新中国的安全和经济

发展，当“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时， “以战止

战”成了最佳选择。

( 二) 出兵朝鲜是密切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

于东方有利。美国介入朝鲜战事是对社会主义阵

营的挑衅，“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

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

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①。因此，当美军

“仁川登陆”成功时，中国、苏联、朝鲜都意识

到: 如果美国占领朝鲜全境，不仅会直接挫败东

亚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带来负面影响。
10 月 1 日、3 日，毛泽东收到斯大林的电报

和金日成的求援信，苏、朝双方都提到了中国出

兵参战的问题。从苏联的两难处境和中苏关系来

看，苏联当时的战略重心在欧洲，既不希望在东

亚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又不愿意看到朝鲜落入

美国人之手。中国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中苏战略同盟关系。

在冷战两极对立的格局下，无论是国内建设，还

是国际斗争中均需要苏联的支持。因此，当苏联

承诺出动空军支援时，对其提出的出兵朝鲜的建

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必须要慎重考虑。从朝鲜的

危难处境和中朝关系来看，美军“仁川登陆”后，

大部分朝鲜人民军主力未能及时撤回，抵抗能力

极其有限。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朝鲜将面临

十分危急的局面。地理上，中朝山水相连; 历史

上，中朝唇齿相依。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

军曾以朝鲜为战略后方与国民党军周旋; 朝鲜人

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了物资、人力支持。

因此，在讨论出兵朝鲜的会议上，毛泽东说: “别

人要亡国了，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

理也难过。”② 面对朝鲜的危局，出于密切社会主

义阵营、团结起来共御强敌的需要，中国不能坐

视不管。

( 三) 出兵朝鲜是不畏强权反对霸权主义的需

要，于世界有利。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美国即要

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由美国起

草的关于朝鲜形势的决议。6 月 27 日，美国再次

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通过了所谓的 “紧急制裁

案”，即“建议联合国成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为制

止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安全所必需

的援助”③。虽然这一提案招致了许多国家的反对，

但美国依旧我行我素，为武力介入朝鲜战事披上

了联合国的外衣。7 月 7 日，“联合国军”开赴朝

鲜战场。由此可见，“联合国”武装干涉朝鲜的一

系列决议都是由美国提议或起草的，美国通过操

控联合国，为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披上 “合

法”的外衣。

美国出兵朝鲜主要出于两方面目的: 一是新

中国成立，蒋介石败退台湾使美国 “失去”了中

国大陆这块战略要地，急需要策划一场战争来维

护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朝鲜作为东亚咽喉要道，

是大国东亚利益博弈的制高点，美国控制了朝鲜，

进可攻击中国，威胁苏联，退可以朝鲜为前哨，

驻守日本。二是美国对安全利益认定远远超出了

本土，西靠北约，东靠美日韩同盟，在全球攫取

利益，武装干涉朝鲜，一方面可以巩固美日韩同

盟，保全其在东亚的既得利益; 另一方面可以吸

引苏联的注意力，缓解欧洲的压力。此外，美国

通过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欲达到遏制中小国

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中国出兵朝鲜，既可以

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遏制美国的全球扩张，又

可以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起到激励作用，对维系两级平

衡，维护世界和平极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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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226 页，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霞飞: 《兵发鸭绿江: 抗美援朝决策的台前幕后》，

《党史博采》2007 年第 10 期。
董宝训、张立华: 《从停战到和平: 危机笼罩下的

“板门店”报告》，69 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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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美援 朝 精 神 体 现 在 前 线 与 后 方 两 个

战场

志愿军参战之初，战线在鸭绿江畔; 到 《朝

鲜停战协定》签署之时，战线已稳定在了 “三八

线”附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当之无愧赢得

了战争的胜利，达成了参战的初衷。更为可贵的

是赢取了精神的胜利，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

抗美援朝精神都得以充分体现。
( 一) 抗美援朝精神体现在战场上志愿军的殊

死搏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震动了世界。这场

战争参战国家之多、单位面积上集中兵力火器之

密、交战双方实力悬殊之大、战争过程之惨烈为

世界局部战争史上所罕见。中共中央、毛泽东凭

借战略家的胆识与气魄，决策出兵; 志愿军将士

们在异常艰苦的作战环境中，凭借不屈的信念、

非凡的勇气、顽强的斗志、高超的谋局、灵活的

战术，战胜了具有优势装备的美军，创造了局部

战争以弱胜强的经典。同时，志愿军将士们通过

殊死搏 杀 而 迸 发 出 来 的 抗 美 援 朝 精 神 更 令 世 人

叹服。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提高

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自信、

自尊和自豪，形成了烛照后人的抗美援朝精神。

一是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乐观主义精神。志愿

军面对陌生的环境、强大的敌人，依然能保持高

昂的斗志，赤脚涉冰河、单衣卧冰雪、以身堵枪

眼，誓死守坑道，一口炒面一把雪将“联合国军”

赶回了“三八线”，在艰难困苦中表现出了乐观主

义精神。二是能征善战，英勇顽强的英雄主义精

神。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 “利”在于 “气”胜

于人，“弊”在于 “器”不如人，凭借灵活的排

兵布阵，大胆的穿插迂回、近战夜战，英勇顽强

的战斗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的战役。三是为完成崇

高使命、慷慨奉献的革命忠诚精神。抗美援朝战

场上，志愿军将士不怕牺牲，视死如归: 杨思根

誓死守阵地，与敌人同归于尽; 黄继光舍身堵枪

眼，为部队开辟通路; 邱少云烈火中岿然不动，

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用鲜血和生命展现了对祖国

和人民的无限忠诚。这些精神对日后中国社会主

义事业、军队建设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 二) 抗美援朝精神间接体现在全民动员支援

作战上。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与西方列强斗

争了近百年，胜少败多。政府的软弱妥协在百姓

心中留下了割地赔款的屈辱记忆。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更渴望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能够带领国家走

向富强，但也有部分人持观望态度，废墟上建立

起来的新中国能不能摆脱 “三座大山”的阴影?

抗美援朝战争，让人民看到了政府的决心与信心，

让世界看到了一个言必行、行必果、负责任的中

国政府，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

聚力，全国人民齐动员，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踊

跃报名参军，积极支持前线作战，表现出了强烈

的爱国热情，体现了博大的国际主义情怀。
1951 年 6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订立爱

国公约和捐献武器运动的指示。爱国捐款、爱国

公约和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

不到一年的时间，各界人士共捐献人民币 55650

亿元，相当于购买 3710 架战斗机的款项。同时，

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到处出现母亲送儿子、妻子

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情景; 成千上万的

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奔赴朝鲜前线，

担负各种战地勤务。这些也无疑对国内的经济建

设产生了推动作用，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连年递

增。“1952 年 与 1949 年 相 比，农 业 生 产 增 长 了

48. 5% ，平均每年递增 14. 1% ; 工业生产增长了

14. 5% ，平均每年递增 39. 8%。”① 今天，中国经

济要站在世界的潮头，更需要这种不畏艰难、坚

韧顽强、拼搏进取的精神。

三、抗美援朝精神的影响在于助力“强军梦”

与“强国梦”的实现

历经 60 多年的沧桑巨变，抗美援朝精神对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实现伟大的 “中国梦”

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 一) 抗美援朝战争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有利于提高部队打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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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主要以步兵打击美国

的现代化合成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抗美援

朝战争后，人民解放军从理念、编制、体制、教

育、训练、后勤等多方面进行改革，掀起了现代

化建设的热潮，使人民解放军初具现代化军队的

雏形。时至今日，军队向着信息化方向迈进，在

武器装备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不断总结人

民解放军历史，吸取经验，继承优良传统，从现

代战争中挖掘作战规律，着力提高部队打赢能力。

习近平强调，军队建设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向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聚

焦。一是 要 鼓 足 “敢 打 仗”的 勇 气。军 队 要 有

“威胁就在身边、战争就在眼前”的强烈忧患，学

习志愿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鼓足 “敢打仗”的

勇气，做到召之即来。二是要练就 “能打仗”的

本领。志愿军在战争中学打仗，在战争中建部队，

提升了整体作战能力。而今人民解放军与世界头

号军事强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有强烈的本

领恐慌感，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部队，学习志

愿军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练就“能打仗”的本领，

做到来之能战。三是要树立 “打胜仗”的信念。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志愿军在实力悬殊

的情况下尚能赢得战争，今天的军队也要瞄准打

赢求作为，大兴作战问题研究、掀起科技练兵热

潮、强化战斗精神培育，学习志愿军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树立“打胜仗”的信念，做到战之能胜。

( 二) 抗美援朝积聚了国家建设的有利资源，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抗

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和平发展机遇期，为东

北重工业基地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日

后，承载了中国经济基石的东北重工业基地在带

动经济发展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鞍山的钢铁、

抚顺的煤炭、鸭绿江上的电厂、沈阳的 1000 多家

工厂，以及由此输往内地的苏联援华物资，为中

国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今中国综合国力虽有了大幅跃升，但与世

界强国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仍需奋起直追。

中华民族欲实现“强国梦”，就要抓住和平发展机

遇，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一是要利用好抗美援朝

战争胜利创造的地缘利益空间，提高国家 “硬实

力”，即经济、军事、科技等有形的力量，坚定不

移推进改革开放，吸引借鉴国外先进的科技成果，

整合国内各方面资源。二是要继承好抗美援朝战

争留下的精神财富，提升国家“软实力”，即民族

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无形的力量。抗美

援朝精神体现了民族精神，在全球化的今天，更

需要这种精神来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不断

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竞争力。
( 三)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赢得了和平发展的地

缘环境，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为新中国赢得的地缘利

益不仅仅在东北，也辐射到中国周边各个方向，

掀起周边国家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浪

潮。抗美援朝战争后，美国为遏制社会主义的发

展，确保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不断在中国周

边制造事端，以牵制中国。然而，抗美援朝战争

的胜利使美国真切地感受到红色中国的强大存在，

付出惨痛代价而未取得胜利的记忆令美国始终小

心翼翼地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在越南战场

上，好战的美国军方曾要求越过北纬 17°线作战。

美国决策层反复拷问: 如果中国参战怎么办? 也

正是中国的抗美援越，使美国在 14 年后铩羽而

归。而今，在中国周边热点地区 “安全困境”并

未消除，合作对抗相互交织，要秉承 “对话优于

对抗，合作才能共赢”的理念，妥善处理矛盾分

歧，稳定周边局势。
60 多年前，志愿军在异国土地上战胜强敌，

确立了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激发了全国人民

的爱国热情，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今天 “战

争迷雾”远未散尽，抗美援朝精神仍需倡导，以

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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