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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立功运动
★ 徐 彤

摘要：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继承人民解放军革命战争年代立功创模运动经

验基础上，结合抗美援朝战争实际，加强思想教育，重视广泛动员，及时评功贺功，在志愿军

所有机关和部队开展了波澜壮阔的立功运动，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个人和集体，为战胜以美

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推动志愿军部队全面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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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运动作为激励指战员为人民服务、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有效形式，是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

工作的一大创举和优良传统。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在继承革命战争年代立功运动经验基础上，开展

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立功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官兵斗志，有效激发指战员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打赢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发出“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号召，颁发条例确保立功运动规范统一

志愿军开展的立功运动，是对人民解放军开展立功创模运动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解放战争时期，广

大翻身农民加入军队，经过诉苦、土改教育，部队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在此基础上全军蓬勃开展了立功

运动。许多部队都具体地订立了立功条件、标准，使所有指战员都有立功的机会与可能，促进立功运动

更加普遍、深入、具体地开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

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李立三在会上提

议把评选英模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定期召开全国性的英模大会。a 这次会议体现了党和军队对英雄

模范的重视和尊崇，对于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提高部队战斗力，特别是进入和平

时期之后，树立永远是一支战斗队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促进了立功创模运动在全军的深

入开展。同年 11 月 5 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和副部长赖传珠、

徐立清在全军立功奖励问题报告中提出：“部队立功运动已开展很久，对战斗、工作、学习、生产等各

方面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全军范围内对立功与英雄、模范称号，尚无统一标准，亦无统一的

办法。为了适应部队正规化，激发部队人员在各种工作任务中之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立功运动更趋普及

和提高，统一全军立功标准与奖励办法已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 5 条具体意见。这一报告得

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同意。b

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后，各部队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荣誉教育，为开展群众性立功运动

打下了坚实思想基础。志愿军指战员在“为祖国争光”“争取立国际功”“争取立功见毛主席”等口号

［作者简介］徐彤，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a 《全国战斗英雄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年，第 5 页。

b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3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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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下，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开展群众性立功运动。如第 13 兵团第 39 军在出国前就进行了爱国主义、

国际主义、仇视美帝国主义教育与传统教育，出国后军党委颁布了个人立功与部队立功标准，激发了部

队革命英雄主义思想，号召“事事立功，人人立功”，使立功创模的一般号召与具体行动相结合。a 然而，

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入朝初期各部队的立功运动存在标准不统一、批准权限不一致、立功过宽过严等现象。

为统一标准，鼓励“人人立功”，东北军区后勤部和后勤政治部于 1950年 12月 25日以志愿军后勤部、

后勤政治部名义联合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立功运动暂行条例》，要求各部机关、部队“在执行繁

重任务当中，必须实行“人人立功，事事立功”的原则，不论个人或团体，不论干部与战士，不论兵站、

医院、运输部队、仓库人员或机关各种人员，广泛开展立功运动，号召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在执行任

务当中有成绩或一贯积极完成任务者，实行立功给奖。”b1951 年 11 月，志愿军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研

究制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条例（草案）》。这一条例草案使部队立功运动有了统一的依据，对立功、

评选英雄模范的标准，按不同的等级，区分战时与平时，一一作了规定。c 还统一了全军的评功、报功、

批功、奖励、贺功的步骤以及评选英雄模范的方法，有效保证了评功、批功的准确性，有利于掌握好记功、

评功、奖励的及时性。关于立功条例的教育也纳入了当时的英雄主义教育中，使广大指战员深入理解“为

什么立功”“怎样才能立功”“立什么功”等问题，推进了群众性立功运动的广泛开展。

1951 年 12 月 5 日，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在《入朝以来立功工作初步总结》中对此后立功工作发出

指导性意见，强调必须要使部队里占有相当数量的功臣英模同志，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作风

上提高一步，真正起到功臣英模在群众中的桥梁作用、带头作用、模范作用；要求加强对功臣英模的培

养教育，以保证抗美援朝任务的胜利完成；提出提高英模的政治水平，要“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

想基础上，不断的提高英模的政治荣誉感”，“随时掌握英模的思想动态，关心英模的进步”，“正确

的宣扬英模事迹，提高英模的荣誉观念”；对英模的培养与使用，要“端正对英模的认识”，“发挥对

英模的带头作用”，“提高英模的战术技术”，“加强支部对英模的领导培养”；对于开展干部与机关

人员的立功运动，要“加强各级党委与政治机关对干部（营以上干部）和机关人员立功运动的重视”，“加

强干部与机关人员的立功教育”，“建立干部与机关人员的立功制度”。d 意见的发布对进一步规范立

功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立足抗美援朝战争实际，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立功运动

志愿军立功运动是以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为基础，并与革命英雄主义相结合的群众运动，其内容

和形式既符合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又符合人民战争的规律，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与支持。与人

民解放军革命战争年代的立功运动相比，志愿军开展的立功运动在立功的准确性，记功、评功和奖功的

及时性，立功标准的统一规范性，以及运动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发展。

（一）重视思想动员，激励广大指战员开展立功竞赛。志愿军各级机关坚持群众路线，紧密结合部

队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反复进行以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荣誉教育、持久作战等为主

的思想教育。为祖国争光成为指战员的共同要求，“争立国际功”“立了功见毛主席”是其共同希望和

意愿。e 有的部队创造了“三算一查”教育（计算暴行、推算灾难、清算仇恨和检查抗美援朝斗志），

a 《李雪三将军（上）——雪三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06 页。

b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后勤政治工作类）》，北京：

金盾出版社，1986 年，第 2 页。

c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编委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上册，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第 491 ～ 501 页。

d 《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选编》下册，北京：军事科学院政治部政治工作研究处编印，1979 年，第 62 ～ 66 页。

e 《志愿军某些部队先后举行庆功大会》，新华社 1953 年 1 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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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官兵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a　此外，各级深入做好教育工作，结合战场实际进行动员。每

一个任务下达后，指战员纷纷订立立功计划，开展立功竞赛。如：志愿军第 39 军第 116 师在临津江战

斗的战前动员中，着重讲清突破临津江的意义，号召保持部队荣誉，开展立功比赛。上甘岭战役中，第

15 军各单位召开功臣干部座谈会，要求“争取功上加功，保持光荣，发扬光荣”b。很多部队战前召开

了小型功臣会，给之前立功的功臣照相、戴花。各部队还普遍重视用典型人物进行教育。上甘岭坚守坑

道的部队运用“钢铁战士”“刘胡兰”等剧中英雄开展教育，并广泛宣传黄继光、孙占元等英模。

（二）紧密结合部队任务，确保立功运动发挥最大效益。志愿军各级提倡“人人立功，事事立功”，

使立功运动始终保持了群众性和先进性。一是注重将立功运动和各军兵种、各工作岗位的具体任务紧密

结合。装甲兵和摩托化炮兵要求把作战和保养工作结合起来，工程兵要求“劳动加智慧，保证工程质量”，

特种兵积极开展“集体立功”“协同立功”，c 铁路运输部队号召“百日千列无事故”，汽车运输部队

号召“万里行车安全”，装卸部队号召“快速装卸立功”，防空哨警报部队号召“保护运输安全立功”，

高射炮部队号召“多击落敌机立功”。d 第 15 军某团对卫生员提出“战前多带救急包，彩号同志要包好，

及时安慰与鼓励，反击战中立功劳”e。不同兵种的部队并肩作战时，指战员创造性提出“合同立功”，

作战效果非常显著。如马良山反击战中，步兵和炮兵充分发挥协同作战威力，大量杀伤敌军。二是注重

将立功运动与各部队具体行动紧密结合。运动战阶段，要求敢于实施突破、迂回、包围，敢于孤胆作战、

白天作战，敢于在敌空军和炮兵轰击中坚守阵地、歼灭敌人，适时开展“穿插立功”“孤胆作战立功”；

阵地战阶段，开展“坚守阵地立功”“筑城立功”“狙击杀敌立功”。f1953 年夏季战役前，不少连队

组织展览了此前作战获得的奖旗、奖状和勋章，鼓舞了官兵战斗意志和立功热情。g 英雄连队提出“争

取新荣誉”“发挥光荣，保持光荣”，过去打仗不好的连队提出“打翻身仗，洗刷污点”。金城反击战

打响前，工程兵某团红 1 连请老连长讲述连队传统，战士们普遍表示：“我们是老红军的后代，参加这

次战役，一定要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为红色连队增添新的光彩！”h 三是

注重将立功运动与其他创模运动紧密结合。第 47 军、炮兵第 63 师等单位开展了“创造模范支部运动”。i

第 67 军开展了“比硬骨头、比克服困难、比团结协同、比本领贡献”立功运动。后勤部队将“爱伤员、

爱物资、爱车辆”活动同立功运动密切结合，使全军伤病员治愈率显著提升，车辆和物资战损率大幅下降。

第 24 军进入上甘岭阵地后发出“创造百名狙击手”号召，第 72 师第 214 团第 3 营第 8 连战士张桃芳在

32 天内以 436 发子弹击毙 214 名敌人，被授予“二级狙击英雄”称号。

（三）及时评功表彰，持续激发广大指战员杀敌立功热情。志愿军各部队普遍进行了边打边评、火

线请功记功和及时授功表彰等工作，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精神。一是边打边评，火线记功。

a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编委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第 523 页。

b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编委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第

596 页。

c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治工作教研室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社会主义时期）》，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36 页。

d 阎稚新：《生命线的求索——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探讨及亲历记》，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57 页。

e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编委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选编》上册，第

491 ～ 501 页。

f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治工作教研室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社会主义时期）》，第 35 页。

g 肖裕声主编：《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史》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10 页。

h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小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北京：解放军出版

社，1986 年，第 352 页。

i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编委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第 6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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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军立功工作强调，“请功报功快，审查批复快，庆功报喜快，宣传英雄事迹快”，不分昼夜，请

功电报一到，立即进行审查、呈报、批复。a 第 39 军某团第 4 连在马良山守备战中守得顽强，副连长负

伤不下火线，教导员当即派通讯员传达营里给其立功的消息。第 50 军某团第 5 连在高阳战斗打坏敌第

一辆坦克时，营长高喊“打一辆坦克立一大功”，有效激励了战士与敌坦克搏斗，接连打坏几辆坦克。

在金城某地反击战中，某部第 2 连边打边请功。如伍先华舍身爆破和黄家福连续 15 次爆破成功后，一

排长马胜军立即请运输组捎信，向指导员报告并给他们请功；连里又通过运输组将这些消息传达到各阵

地。b 二是随记随贺，及时授功。有的部队在打退敌人反扑后，团里及时派出代表携带团首长慰问信，

给功臣戴花、贺功，有时还会举行小型阵地贺功会。第 60 军第 541 团第 4 连和 8 连在反击小无名山战

斗中，三等功最多两天即能传达到战士。第 542 团第 8 连参加白雪山战斗，早晨结束，上午即召开了贺

功会。团里派出代表参加了会议，对部队鼓舞很大。c 第 67 军在 1953 年夏季反击作战中立功的个人和单

位，约 16% 是抓紧战斗间隙或在连续战斗中及时请报和批准的。如第 600 团于 1953 年 6 月 12 日打响十

字架山战斗，14 日住在炮兵室的团干部即督促部队进行重点请功，当日即批准三等功 3 人；第 602 团坚

守 529.3 阵地时，政工指挥所抓紧了解情况，先后给 5 个班和 70 多人宣布了请功；第 601 团第 4 连反击

152 阵地时，占领表面阵地后，即抓紧敌人尚未反扑的空隙，马上给爆破地堡、打开突破口、将红旗插

上主峰的毕观来请功，各班也根据阵地分别进行了小型评功。d 三是注重时效，广泛宣传。许多部队通

过首长做报告、讲课或读报、组织英雄做报告、个别宣传等方式宣传英雄事迹，还强调在日常工作中有

组织有领导地展开群众性宣传。第 63 军通过召开庆功会、组织功臣做报告、组织部队学习功臣事迹，

以及利用快板、歌唱、墙报、广播等形式宣传英模事迹。第 47 军和所属各师的“猛进”“猛击”“猛

冲”“猛攻”小报，都把宣传报导立功、英模事迹摆在突出位置。e 第 66 军第 196 师在第二次战役后，

师政治部派人回国做了30面锦旗。阻击战中，及时根据各团战报，经党委研究后确定给哪个单位赠什么旗，

立即指示宣传队加工赶制，当天晚上或第二天便可送到该单位。第 39 军对关玉良以一挺机枪独当一面、

转移时抢救伤员的模范事迹进行广泛宣传、组织讨论，极大提高了战士们的信心和荣誉心。f

三、立功运动成为志愿军政治优势之一，为打赢抗美援朝战争和推动部队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立功运动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政治工作最生动、活泼、有力的工作方法，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g 志愿军各级紧密结合作战任务，把群众的立功热情引导到打好仗、做好各项工作方面，使立功

运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效能，成为鼓舞斗志、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最强有力的精神武器。

（一）鼓舞了斗志和士气，涌现出无数功臣和英模集体。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

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当时，中美两国国力相差巨大。h 志愿军各级注重将立功运动与提高

战技术紧密结合，强调集体立功，形成普遍深入的群众性运动，并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要求，不断

充实和丰富立功运动的内容，推动部队战胜各种困难并夺取胜利。黄继光牺牲后，出现了很多黄继光式

的英雄。金城反击战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李家发，用胸膛挡住了敌人的机枪，为部队扫除了前进的障碍。

特级英雄杨根思在坚守长津湖畔 1071.1 高地东南侧小高岭战斗中，率领一个排连续打退美军 8 次进攻，

a 陕西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四十七军在抗美援朝前线》，西安：西安市四达印刷厂印刷，2004 年，第 552 页。

b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编委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第 654 页。

c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编委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上册，第

505、506 页。

d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编委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第 980 页。

e 陕西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四十七军在抗美援朝前线》，第 552 页。

f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编委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下册，第 661 页。

g 姜思毅主编：《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 4 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118 页。

h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新闻网，202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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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时刻毅然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志愿军深入广泛的立功运动，加速了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军

政素质的提升。第 13 兵团自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后，6 个月内（缺第 47 军）涌现功臣 18998 人，其中一

等功臣 16 名，二等功臣 363 名，立功单位 1055 个。a 立功运动不仅在前线形成了热潮，在后勤部队、

领导机关也逐渐开展起来。立功运动的大力开展，有力地激发了部队战斗意志，提高了士气。据统计，

从 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953 年 8 月，志愿军共涌现出 302742 名功臣；集体立功的单位有 14 个团、51
个营、648 个连、849 个排、4391 个班，有 494 人获得了英雄、模范称号。b

（二）启发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和进步。革命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开展过

诉苦运动、立功创模运动等多种形式的群众运动，但从适应性来看，都不如志愿军立功运动这样广泛。

志愿军立功运动从战争实际出发，来源于作战第一线，以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行动和英雄事迹为坚实基础，

对各军兵种和各具体岗位开展各项工作，都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和推动作用。志愿军立功运动不是突击工

作和临时口号，而是与各军兵种、各项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的经常性工作，是与一切军政工作紧密关联的

运动，贯穿于平时和战时的一切工作，因此能彻底执行、灵活运用。立功运动自开展以后，迅速吸引了

广大指战员积极投身其中。志愿军在武器装备远不如敌人，以及后勤保障等工作面临极大困难的情况下，

立功运动发展成为群众性英雄主义运动，充分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激发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立

功运动，既鼓励了积极分子，也动员了广大中间分子，并提高了落后分子，普遍发挥了群众高度自觉的

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心，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群众的竞赛热情，有效推动和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如

后勤部队将“三爱活动”（爱伤员、爱物资、爱车辆）同立功运动密切结合，使伤病员治愈率提高，车

辆和物资损失率显著下降。

（三）达到了教育目的，加强了内外团结。立功运动中，志愿军各部队党委重视，支部领导，干部带头，

党员在互助立功中发挥骨干作用，带领群众互相鼓励、团结立功，极大地密切了干群关系。各级对英模

事迹进行广泛宣传，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群众的立功决心，扶植了部队正气，密切了互助关系，对克服

不良风气、带动群众进步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有的部队开展了“互助立功运动”，使部队气象一新，

干部、战士情绪稳定，学习互助加强，散漫、消极对抗的现象减少，工作更加积极。各级普遍通过开祝

捷大会、张贴战绩图表以及报纸、传单、访问、座谈、报告等方式广泛宣传荣誉事迹，给各部队树立了

活的学习榜样，使英模所在部队和兄弟部队都认识到立功的光荣。此外，各部队还将立功奖状寄到立功

官兵家中，对于提高指战员的斗志和减轻家人的顾虑、密切军民关系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必胜信心都有很

大好处。还组织文工团慰问功臣，采取请功臣签名、写鼓励信勉励功上加功、给英雄班送慰问品、及时

编唱英雄事迹等方式，激发了官兵荣誉感，鼓舞了部队情绪，增强了战斗意志。团、营、连一般都有争

红旗制度，哪个单位评到红旗，就敲锣打鼓把红旗送去，其他班、排也常常唱着歌曲、打着快板和花棍

去祝贺。许多领导通过立功运动，学会了运用典型人物和典型经验训练部队，使部队边打边提高，工作

领导和教育训练方法上更加切实有效。总而言之，立功运动教育了干部战士，为人民服务、作人民功臣

的思想，被广大指战员所普遍认同、接受，对促进战斗力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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