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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运动指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领

导发动的在精神上支持、在物质上援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

鲜人民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从目前对于湖南抗美援朝运动

宣传动员工作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相对注重史实整理，

存在叙事有余而理论分析不足的现象，未形成较为系统性的

理论研究成果。因此，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中国

共产党地方资料，从背景、过程、经验总结三个维度对湖南

省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宣传工作进行简论，希冀对推动该领域

研究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湖南省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背景

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是湖南抗美援朝运动展开的外部环

境。1950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对新中国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定造成了重大威胁，破坏了东北

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局势。中共中央于 1950 年 10 月 18 日作出

了抗美援朝的决定。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对党中央“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要决策表示高度的认同、坚决的拥

护和大力的支持，积极领导湖南群众参与到全国性的抗美援

朝运动中，在具体的宣传工作中不畏难、不避险，以鲜明的

态度紧跟中共中央的步伐。湖南省的抗美援朝运动坚持正确

导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伟大号

召，并将服从和服务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局作为检验工作效

果的重要标准、引导工作方向的重要指向以及保障工作落实

的重要举措。

而在省内环境方面，中共湖南省委开展的“三大任务”

为抗美援朝运动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1950 年 1 月以来，

中共湖南省委以“肃清匪特”“消灭封建”“开展生产”为

中心任务，巩固了湖南的人民民主专政。①在执行“三大任务”

的斗争中，中共湖南省委还相当重视巩固统一战线、改造青

年思想并防止党内干部不良作风的滋长。当朝鲜战争爆发时，

中共湖南省委开展的这些工作已经步入正轨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在中共湖南省第二次

代表会议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一年以来，中共湖南省委在中

央和中南局的领导下“动员了两千万人民卷入了斗争，组织

到工会、农户、青年团、民兵、妇女会、学生、儿童及其他

团体中的群众在七百万以上”，这就使得“我们党与人民政

府有了相当可靠的有组织的群众基础，与湖南人民群众建立

了初步的亲密联系”。②中共湖南省委的这些工作为即将到来

的全省范围内的抗美援朝运动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二、湖南省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工作的开展过程

根据宣传内容的差异性进行划分，湖南抗美援朝宣传工

作的具体展开可以分为前期以统一民众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宣

传工作和后期以聚合物质力量为主要内容的宣传工作，这种

阶段差异性是在湖南民众思想状况、战争形势以及中共中央

政策等多种变量合力作用下的结果。

第一阶段的宣传内容集中体现为揭示抗美援朝运动的重

要性，激发民众的爱国思想，并鼓励群众把爱国热情变成行动，

目的是通过这些工作努力将民众思想统一到一致抗美的高度，

以便中后期各项具体工作的展开。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

湖南报》为主的新闻界在其中发挥了先锋作用。1950 年 11 月

13 日至 16 日，《新湖南报》接连发表了两篇分别关于开展时

事宣传和推动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农村的社论，抗美援朝湖南

分会又在这期间发出《抗美援朝宣传提纲》，这些纲领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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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提纲挈领，对于此阶段人民群众认识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

性起到了引导作用。1951 年 4 月 1 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组

织五一大游行的指示，要求各地坚决执行、认真组织，力求

做到“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种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

个爱国行动”③；4 月 6 日起，又接连发出三次指示，指示内

容主要是发动全省人民制定爱国公约。在朝鲜战争朝着有利

于中朝发展的形势背景下，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持续组织批判

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广播诉控大会，收听群众达55万余人，

这是湖南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工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从而让

全省民众的思想统一到一致抗美的高度的重要表现。《新湖

南报》紧接着在195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重要社论：《把

爱国热情变成行动》，面向全省开展游行等活动的宣传动员

工作。当天，长沙共有 23 万人分别在 8 处地方举行集会、游

行④，声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由黄克诚率领的游

行队伍收到了包括工商业者、宗教界人士在内的全省民众的

广泛响应，在统一的行动中，又进一步传播了爱国主义思想。

第二阶段的宣传内容集中体现为号召全省人民以实际行

动支持中朝军队，主要表现在宣传工作中鼓励报名参军、增

产捐机。报名参军的主要群体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增产

捐机指的是增加军需工业品和粮食的产量以及捐献飞机大炮。

1950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招收青年学生和青年参

加空军、海军及特种兵干部学校的决定”，根据中共中央重

要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科学规划、深入动

员、积极行动，激励湖南青年踊跃投身于抗美援朝的光辉实

践，到 12 月 15 日，仅长沙一地报名参军的青年人数就达到

了5500人。⑤从1951年到1953年，全省共动员26万余人参军，

省军区还组建了 4 个补训团、20 个暂编团赴朝参战，将湖南

抗美援朝运动推向了高潮。除了鼓励报名参军，湖南省关于

增产捐机的宣传工作也是特点明显，收效显著。从 1951 年 6

月起，一场热火朝天的增产捐机运动在全省范围内轰轰烈烈

地展开，在中共湖南省委、人民政府的有效宣传下，这场运

动表现出高度的群众参与性和广泛的阶级支持度，广大工农

群众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众多青年学生踊跃参与宣传活动、大

批工商界人士积极进行捐款。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下，中共

湖南省委、人民政府关于增产捐机的宣传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据统计，全省自愿捐款“可购买飞机200多架，大炮700多门，

捐粮 2790 万公斤，购买国家公债 2.93 亿元”。⑥

在这两个阶段的宣传活动中，湖南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50 年 11 月 5 日，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发

起下，民革湖南分部、民盟湖南支部、民建长沙分会和青年

团湖南省委联名致电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表

示湖南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愿以实际行动和具体作为坚决拥

护联合宣言。为了进一步落实联合宣言重要精神，湖南各民

主党派地方组织分别召开了会议，在内部发出指示、动员力量、

部署工作，并决定建立各民主党派定期联合汇报制度。11 月

6 日，中共湖南省委、人民政府召集长沙各民主党派、民主人

士、工商界、教育界、宗教界人士进行时事座谈。座谈会使

民主党派中上层人士初步获得了对于抗美援朝运动的战略认

识与正确定位。在座谈会上，抗美援朝湖南分会成立，全省

各专区在此之后也相继成立分会，在各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以省会长沙宣传工作展开为例：长沙各民主党派在工厂、商店、

集市、旅店、车站、码头、公园、庙会等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

举办了“百次以上、覆盖20万听众”的时事演讲会，或运用“办

墙报、召开故事会、演唱花鼓戏、三棒鼓、莲花闹以及通俗、

小型歌曲、话剧”等形式进行抗美援朝运动宣传。⑦长沙在抗

美援朝湖南分会指导下开展的这些宣传工作迎头痛击了抵制

抗美援朝运动的狂悖言论、打击制止了歪曲朝鲜战争实情的

政治谣言，稳定了市民情绪。时事座谈会后，以民革、民盟、

民建、农工党为代表的民主党派积极发动成员参加省、市抗

美援朝誓师大会。概言之，无论是在抗美援朝湖南分会指导

下开展时事宣传，还是在省、市抗美援朝誓师大会上驳斥恐

美言论，以湖南民革、湖南民盟、湖南民建、湖南农工党为

代表的湖南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在澄清舆论界错误言论方面

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湖南省抗美援朝运动中宣传工作经验总结

湖南省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工作的具体展开过程呈现出一

定的导向性、阶段性、针对性与广泛性，而作为中共湖南省

委宣传工作在纵向上的一个事件点，湖南省抗美援朝运动的

宣传工作更是为之后的舆论宣传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与重

要的方法范例，昭示宣传工作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及明

确的现实针对性，同时要灵活分析受众特征并广泛团结各方

力量。

（一）宣传工作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开展宣传工作

的行为主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这样才能使宣传工作有权威保障与正确指引，从而收到良好

成效。例如，抗美援朝运动期间，湖南省征兵宣传工作能够

顺利开展的政治前提是中共湖南省委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在行动上紧跟党中央。湖南的征兵工作能取得如此可观的成

效，自然和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规划以及湖南对党中央征兵号

召的积极响应密切相关，湖南广大青年正是在湖南省委、省

政府对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中认识到了湖南征兵工作的积极

性、权威性与可靠性，因而愿意报名参加，以青春之我保卫

新政权。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作为湖南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工

作的主要行为主体，中共湖南省委和人民政府始终坚持正确

的舆论导向，为湖南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开展提供正确的政治

方向、坚定的政治保障和持续的政治定力，使湖南的抗美援朝

运动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全国抗美援

朝运动的大局，有利于党和国家其他各项事业的开展。

（二）宣传工作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抗美援朝战争

开始后，湖南民众存在“崇美”“亲美”“恐美”“媚美”

等错误思想，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湖南省委、人民政府第一

阶段的宣传内容集中体现为揭示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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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中朝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战略行动的进一步展开，军

队兵员的保障、军需物资的供应、作战装备的更新以及部队

军心的安抚则显得尤为重要，湖南抗美援朝老兵李国瑞的口

述史料说明了战场上及时补充兵员的重要性，“为了尽快补

充兵员，像我这样手脚完好的伤员，经过战地医院点的简单

处理后，必须马上重返战场”。⑧可以见得，湖南抗美援朝运

动第二阶段宣传工作的力气毋庸置疑要放在号召全省人民以

实际行动支持中朝军队这个节骨眼上，鼓励报名参军、增产

捐机。中共湖南省委、人民政府有针对性地调整宣传内容这

一做法有着必要的借鉴价值：开展宣传工作要敏锐观察形势

变化，准确掌握客观环境“何时变化，因何而变”，从而根

据环境的变化而转换宣传重心、调整宣传内容、找准宣传方向，

提高宣传工作的可行度与实效性，在具体的工作中体现明确

的针对性。

（三）宣传工作要因人而异，灵活分析受众特征。根据

受众差异性进行分析，湖南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宣传工作表

现出两个面向。第一，面向以广大工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普

通群众。第二，面向以各县干部为主要代表的党员干部。这

是湖南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宣传工作“因人而异”的重要表现，

是湖南地区不同民众在认知能力、认知水平、认知结构上的

差异性导致的结果，这种做法在保证抗美援朝时事宣传即时

性的基础上，能够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民众在抗美援朝宣传

工作中的个性化信息需求。面向广大工农群众，湖南省委、

人民政府重视对中美关系、战争形势等基础性问题进行解释，

并强调采用灵活的宣传方法与多样的宣传形式，这样的时事

宣传，既考虑到了普通民众的认识实际与知识水平，又能达

到较好的工作效果，从而在更广泛的阶级范围内得到高度认

可与衷心支持。然而，考虑到广大党员干部在接受宣传教育

后还要向普通群众开展宣传教育，是具体宣传内容的“间接

载体”与“直接授体”，湖南省委、人民政府便把学习领袖

著作这样系统化、理论化的宣传方法作为抗美援朝运动中面

向党员干部的主要宣传方法，在宣传工作中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做到了“因人而异”，灵活分析宣传工作的受众特征。

（四）宣传工作要重视民主党派的作用，广泛团结各方

力量。抗美援朝运动初期，各民主党派湖南地方组织批准登记

的人员中，民革党员85人，民盟盟员289人，民建会员46人，

农工党党员 22 人，共计 442 人（1950 年 12 月统计数据）⑨，

朝鲜战争爆发后，如何凝聚这些民主党派的力量，如何将这些

各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和工商界的爱国民

主人士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成为了湖南省委、人民政府面临的

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和亟待解决的政治考题。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湖南省委、人民政府把通过民主党派澄清舆论界错误言论

作为发挥民主党派宣传作用的重要着力点。这表明，第一，

在宣传工作中通过民主党派来澄清舆论界错误言论是具有现

实可行性的，湖南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澄清舆论界错误言论

的具体效果证明了这一点。从理论上讲，这一做法也是可行的，

各民主党派联系的主要人士多为中高级知识分子、文艺工作

者和工商界人士，这部分群体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较高，他

们和普通群众也存在着较为紧密的社会联系和人际关系，他

们的宣讲能引起群众由衷的共鸣，因而，在澄清错误舆论方面，

这部分力量可以发挥独创性作用。第二，在通过民主党派来

澄清舆论界错误言论之前需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中共湖

南省委、人民政府通过座谈会的形式来统一思想、凝魂聚气

的做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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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

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

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

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

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

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

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 14 亿多

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

头破血流！

—— 摘自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