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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美援朝运动中民众的爱国情感教育
———以河南省抗美援朝运动为考察对象

王 献 玲
( 郑州大学 教育系，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抗美援朝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民众爱国情感教育，以近代美帝侵华史和朝鲜战

争时事为素材，以发动民众控诉美、日、蒋罪恶为形式，以回忆、对比新旧社会为方法，极大地激励和调动

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促进了广大民众对党的抗美援朝决策的高度认同，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

实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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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育是特殊的思想动员方式，旨在通过激发

个体情绪、调适其心理沿着设定的目标转化并形成坚

定的意志。在教育学上，处身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用真

情实意去触发、感化教育对象，从而获得感情上的呼应

与共鸣，这种情感教育方法较之空洞的说教要更有实

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适时地运用情

感教育方式，调整民众的社会心态，使之与党的政治目

标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一、民众爱国情感教育的提出

对抗美援朝，起初不少人心存疑虑，表现为畏战、
崇美、恐美。比如，在河南省某些地区，在抗美援朝爱

国主义教育开始前，“干部群众思想是异常混乱的。老

干部在朝鲜战争第一阶段是思想麻痹，满不在乎。新

干部在美国侵朝军队在仁川登陆后，盲目恐美，因而不

敢宣传形势，怕群众思想波动……知识分子由于受国

民党反动派的亲美教育较深，盲目的崇美并变成了严

重的恐美病，朝鲜战争进入新阶段后，他们表现保持中

立观望，不敢进步。农民是恐慌害怕，情绪不安”［1］

( P20 － 21) 。显然，民众中存在的这些疑虑心态如果不

及时调整，会对党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政策产生不

利影响。所以，抗美援朝，必须首先解决人民群众的认

识问题，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以增强其自尊心和自信心。
1950 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

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提出:“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

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

展开关于时事的宣传运动。”该指示强调，要统一全国

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鲜明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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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211)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

出，对民众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注重在于心态调

整。实际上，以当时的国情和民众的觉悟程度来看，由

情感教育为突破口实现抗美援朝的政治动员，较之其

它途径要更为适宜。
首先，在解放初期，普通群众的政治觉悟与党的政

策水准是不平衡的。据当时《人民日报》报道，群众当

时“仅仅关心的是与自己利益有直接密切联系的土地

改革，以及农产品增收。认为抗美援朝是国家的事情，

与他们何干?”上级派检查组到农村宣讲抗美援朝时，

“发现群众的思想都集中在缴公粮上，你讲时事，他就

随便应付你几句‘就是，就是’。你提出问题，他就说:

‘乡下人那里知道这些事!’有的农民问: ‘朝鲜离咱这

里有多远?’你讲清了距离，他就说:‘那还远哩!’”［3］

可见抗美援朝运动初期民众觉悟与党的政策是有差距

的，这时如果对民众一味地讲抗美援朝的大道理未必

能使其悦服。
但要看到，也正是因为全国刚刚解放，人民群众对

旧中国民不聊生的惨状深怀忌惮，对新中国政通人和

的盛况欢欣鼓舞，这种情感上的反差在当时十分鲜明。
如果把握好民众的这种情感反差，将抗美援朝和捍卫

新中国联系在一起，让群众明白抗美援朝就是保护自

己来之不易的美好家园，那么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

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诚如当时的全国教育工作

者工会主席吴玉章所指出的: 在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

与步骤上，“着重控诉美、日、蒋的罪行，回忆过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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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藉以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引导群众由反日、反

蒋走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4］( P739) 。
其次，抗美援朝是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下

进行的，要打赢这场战争需要全民族同仇敌忾，鼓足士

气，以弥补我们物质力量上的弱势。心理学研究表明，

情感具有明显的动力功能，当个体受强烈的情感震撼

和驱使时，往往会爆发出超乎寻常的力量。这就告诉

我们，发动民众支持抗美援朝需要我们充分激发民众

的爱国情感，如当时的报纸所言:“普遍开展仇视美帝、
鄙视美帝、蔑视美帝的运动，以提高警惕，加强全国同

胞同仇敌汽的精神，巩固我们的国家建设和心理建设，

实为我们战胜美帝的两把犀利武器。”［5］( P33)

二、以历史和时事为素材，激发民众仇美义愤，增

强抗美援朝决心

抗美援朝爱国情感教育把大量美帝侵华的历史资

料和正在武力威胁、挑衅新中国的时事告知世人，激发

了民众的仇美义愤，增强了抗美援朝的决心。
( 一) 依据历史，揭破美国侵华的真实面目

在近代史上，美国对华关系曾有过貌似“友善”的

举动，比如在清末民初美国对中国实施“庚款兴学”，曾

赚得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好感。二战期间，美国

在作壁上观四年之后因珍珠港之耻而加入对日作战，

靠着原子弹轰炸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这更使一些中国

人对美敬畏有加。受这种认识影响，当听说抗美援朝

要和美国人打仗时，一些人是转不过来弯的。这就有

必要把近代以来中美关系历史全面展示于世，让国人

认清侵略者的真实面目。1950 年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

发布了时事宣传提纲———《怎样认识美国》，明确指出，

“从历史上看，美国也是一贯侵略我国的”，从 1844 年

强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开“治外法权”和“利益

均沾”的侵略先例以来，直到解放战争期间援助蒋介石

政府，一百多年间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文中列

举了一系列的美国侵华事件，比如: 1857 年至 1860 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帮凶英法联军进攻我国天津和北

京，1873 年伙同日本进攻我国台湾，1900 年入伙八国

联军进攻中国，1919 年在巴黎和会上承认日本继承德

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权利，在日本侵华期间大量供给

日本军事物资，日本投降后极力扶持蒋介石发动内战

等［4］( P676 － 677) 。这些历史事实使民众了解了美国

的侵华罪行，认清了美国侵略者的真实面目。
在进行历史宣传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党还注意把

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百

年中国近代历史其实就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血泪史，其

中日本的侵略在中国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了最深的伤

痕。如果让人民群众认识到美国的侵略行为就是日本

帝国主义实行过的侵略政策的再版时，就会对民众的

民族心理产生强烈震荡，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把对日

本侵略者的仇恨转向对美国的仇恨。当时我们党及时

地抓着了民众的这一情感特征进行宣传。1950 年 10
月 24 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

员会上讲到: “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的政

策，利用日本的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

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

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6］( P52 － 53 ) 紧接着中

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抗美援朝联合宣言，指出:

“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地不是为了朝鲜

本身，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如像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

所做过的那样。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

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

堂危。”［4］( P36 － 37) 1950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

表社论《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

指出:“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它的衣钵却被美国侵略

者继承下来了。”［4］( P686)

( 二) 立足事实，感受美国正在对新中国进行武装

威胁和挑衅

历史教育，通常发挥的是长效性功能，但面对抗美

援朝的急迫形势，对民众的教育更需要时效性。所以，

除了进行历史教育之外，还要有现实教育，要让民众意

识到美国正在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威胁和挑衅，祖国正

处于危急中，人民群众来之不易的幸福家园正面临着

得而复失的危险。
在中国传统社会，普通民众“家”的观念十分强烈，

当时美国的武装侵略和挑衅已严重威胁到新中国的安

危，覆巢之下无完卵，在这种情势下，结合民众的“家”
利益观开展宣传教育，让大家感受“要保家就得卫国”
“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的道理，可有效促发民众抗

美援朝的决心。1950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社论讲

道:“美国侵略者侵略朝鲜战争的火焰，在南面早已延

伸到我国的台湾，在北面现在竟扩大到我国的鸭绿江

边和图们江边了。美国的空军，愈来愈频繁地向我国

边境袭击。现在一切事实，都彻底地打碎了美帝国主

义及其外国助理人的花言巧语，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

将侵略战争引向中国的罪恶阴谋。”“种种现实说明，美

国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头号公敌’，‘战火已经烧到我们

的门前了’。”［7］
通过上述历史教育和时事宣传，使民众认识到了

美国侵略者的真实面目以及对新中国的现实威胁，增

强了民众对党中央抗美援朝决策的认同感。在河南

省，全省各地“形成了群众性的伟大思想革命，燃起了

反美爱国的怒火。工人说: 日本孬，美帝国主义坏，咱

们刚站起，不能再躺下。农民说: 美帝国主义孬孙来，

蒋贼要回来，地主再起来，咱们吃不开，说啥也不能不

爱国，要爱国就捐献，要捐献就增产! 工商界说: 抗美

帝，挡日 本，保 和 平，安 生 产，捐 两 个 钱 并 不 亏!”［4］

( P1238) 这段文字表明民众在心理上普遍接受了中国

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希望能在党的领导下，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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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好家园，过上和平、幸福的新生活。正是这种民族

义愤和现实利益观的驱动，促进了抗美援朝运动中民

众社会心理的迅速调适。
三、以控诉和回忆为形式，强化民众爱国热情，坚

定抗美援朝信念

有学者认为社会运动动员的特点是“情感高于理

性，形式重于内容”［8］( P188 ) 。在抗美援朝爱国情感

教育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形式效果，比较多地采取

了控诉、回忆等方法，对比今昔，诉美日蒋的苦，强化了

民众的爱国情感，坚定了抗美援朝的信念。
( 一) 控诉活动的开展

在情感教育的活动中，控诉综合了语言劝导、形象

感染和行为影响的多重功能，是促进情感认同的一种

重要形式，在当时爱国主义教育中很受重视。1951 年

3 月 8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

援朝爱国教育，准备今年“五一”全国大示威的指示》，

提出“在进行时事教育的方式方法方面，根据已有的经

验，最好是采取控诉或回忆的形式。每个工人职员都

可用自己遭受的痛苦来控诉日本及蒋介石匪帮过去对

于中国人民的各种暴行，一直引到美帝国主义援助蒋

匪和武装日本的罪恶，以激发工人阶级对于敌人的深

刻仇恨”。“这种控诉与回忆的方法是最能使广大群众

了解，最能激起广大群众的爱国义愤和热情的。”［4］
( P726)《人民教育》亦载文指出: “采用控诉会、回忆会

等一类的方式，以群众亲身痛苦的经历，控诉美帝的罪

行，启发其仇恨心理和斗争意志。”［9］( P59)

控诉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比如，河南

省许昌地区系统地进行了“三查一比”( 查翻身、查当

家、查敌人、以甜比苦) ，工商界控诉美帝国主义“摧残

许昌烟草血泪史”。临汝知识分子控诉“美蒋特务合作

训练班”等罪行，划清敌我界限［4］( P1237) 。郑州市在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的四个月中即组织工人阶级控诉

三十七次，参加者约三四千人。妇联在“三八”节前组

织控诉二十几次，参加者近二千人，青委也组织控诉三

次，参加者一千五百余人［1］( P52 － 53) 。
( 二) 控诉活动的有效组织

为使控诉活动充分发挥感染力，当时采取比较多

的形式是诉苦和回忆，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在组织民

众控诉时，常常要启发民众通过回忆意识到“苦”的存

在，激发控诉的积极性，同时领导干部还要带头诉苦。
比如，河南省公路局汽车修配厂开展控诉时，“首先是

启发动员，结合报刊载的日本鬼子的暴行，结合本人遭

遇和听到见到的事实，展开酝酿漫谈讨论，引向带诉苦

性的回忆……领导诉苦的干部，要站在这一运动之中，

切忌以干部或领导运动的身份出现在诉苦场合，自己

有苦时，要带领先诉”［1］( P62) 。在河南省临汝县，“在

县政府做了八年工作的工商科长，有十二年工作历史

的宣传干事，也诉苦诉得抱头大哭，以此激发了干部、

群众的仇美思想”［1］( P21) 。
诉苦还要注意引导民众“诉什么”和“怎么诉”。

在诉苦运动刚开始时，民众诉日本帝国主义、地主与国

民党匪帮的多，诉美国强盗的少，这样就脱离了抗美援

朝运动的实际。为此，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积极引

导民众由诉旧中国蒋匪帮的苦联系到诉当前美帝国主

义的苦。“各地群众普遍地经过控诉、追根、回忆、对比

座谈讨论等方式，首先进行了‘打倒地主挖蒋根、打到

蒋匪挖美根、打到美帝国主义挖祸根’的三根教育。继

而进行‘战争比和平、流血比流汗、新中国比旧社会’的

三比教育，由地主联系到美帝国主义，由翻身联系到共

产党，划清了敌我界限，形成了群众性的伟大思想革

命，燃起了反美爱国的怒火。”［4］( P1238 ) 临汝县的农

民们经过诉苦运动后愤怒道:“过去只知道穷根在蒋介

石身上，谁知道总根还在美国身上。”“光打倒土恶霸不

中，非打倒洋恶霸不行。”［1］( P23)

在当时，诉苦是广大民众国家观念形成的一种重

要驱动力。广大民众在诉苦和回忆的过程中认识到，

自己的土地、财产是新中国给的，从而产生了对国家形

象的认知，固化了广大民众对党的抗美援朝决策的认

同。在河南省临汝县，“群众诉苦后喊出:‘再不当亡国

奴’、‘再不当孬种’的呼声。纷纷要求参军复仇，妇女

经过了诉苦后，提出了报名送子送夫参军及踊跃捐款

慰劳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县妇女共捐款 7473100
元( 旧币，下同) ，物资 53360 件，慰问信 1473 封。通过

诉苦，树立了干部群众仇美思想”［1］( P22) 。
四、民众爱国情感教育的巨大成功

情感教育以其能够打动人心、调适心理的显著效

能，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增

强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同仇敌忾，积极投身于抗美援朝伟大运动。
( 一) 进行爱国生产劳动竞赛

抗美援朝运动迫切需要全国人民在物质上的支

持，但当时人民刚刚解放，生活还十分困苦，要想捐献

物资支援前线，就必须增产节约。随着群众觉悟的提

高，抗美援朝爱国生产竞赛普遍开展起来。河南潢川

农民提出“捐献不卖粮”、许昌群众提出“捐献不掏老

本”的增产口号。郑州等市的工人把工厂比战场，废品

比美帝国主义，说:“多纺一根线，等于抽美帝国主义一

条筋，多织一尺布，等于 剥 美 帝 国 主 义 一 张 皮。”［4］

( P1238) 许昌地委提出，把爱国主义教育同当前工作、
生产结合起来，把各项工作化为抗美援朝的具体内容，

广泛开展爱国增产竞赛活动，实现“抗美援朝，增产一

成”的目标。对此，1951 年 3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

了《许昌专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值得学习》一

文，对许昌各级党组织运用党的宣传工作发动广大人

民群众、推动抗美援朝运动做了专门介绍。在开展爱

国生产劳动竞赛中，涌现了众多的劳动模范，比如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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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堤锥探工人陈兴中说: “护堤锥探是保家卫国，抗美

援朝，我来参加锥探消灭隐患，就等于打美国鬼子。”他

对工作负责认真，热爱钻研，由一开始每天锥十几个眼

很快提高到二三十个眼，一个月后达到每天能锥三百

多个眼［10］。
( 二) 踊跃参军参干

在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推动下，“全国各族各界人

民空前踊跃地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处出现了母亲送

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事迹，新的战

斗力量不断地参加到志愿军的队伍中来”［4］( P397 ) 。
在河南省，“涌现出万余起轰轰烈烈送亲人上前线的模

范事例，在广大知识青年和工人参干运动中，也出现了

许许多多争先报名，联名参干等动人事例。这种‘爱国

第一’的无上热情，感动了许多人民，广泛形成爱国光

荣的政治空气”［4］( P1237) 。
( 三) 推行爱国公约、捐献武器、优抚烈属军属

为了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1951 年 6 月 1 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关于推行爱

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全国

各地迅速行动，使抗美援朝运动掀起新的高潮。
在河南省，“全省在城市约有百分之八十，在农村

约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家，都订立了爱国公约”。“在订

立爱国公约时，人们自动提出‘说到办到，不放空炮’的

口号来互相鼓舞，互相勉励，因之爱国公约就成为广大

群众的爱国行动纲领，成为大家共同奋斗的目标，通过

爱国公约的形式，把自己的爱国思想与实际行动结合

起来，将爱国热情变为雄伟的力量”［4］( P1238) 。在捐

献方面，“全省顺利地完成了捐献缴款 2675． 88015427
亿元，折合战斗机 178 多架，超过原定计划，大大增加

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力”［4］( P1238 － 1239) 。在优待

烈属、军属方面，全省各地以实际行动表现对革命烈

属、军属的热爱和敬重，比如，开封市开办了鞋厂、麻袋

厂，保证了他们的就业。农村普遍提出“三保证”( 深耕

细作、多打粮食、不荒寸土) 和“六优先”( 先犁、先锄、

先收、先打、先送粪、有事先解决) ，对烈军属进行了周

密的照顾［4］( P1239) 。
( 四)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1952 年 1 月，美国侵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朝

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撒布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

和其他传染病的动物和昆虫，企图以所谓的“细菌战”
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2 月 24 日，抗美援朝总会号

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坚决声讨并制止侵朝美军撒布

细菌的罪行。为了积极有效地支援中朝军队，彻底粉

碎美帝细菌战计划，全国人民迅速开展了一场群众性

的爱国卫生运动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在一年内，河南

省清除垃圾 9620 余万公斤，疏通阴沟 88200 余万公尺，

捕蝇约 364 亿个，捕鼠 258 万只。爱国卫生运动大大

改进了河南人民的卫生状况［4］( P1239) 。
除上述爱国活动外，全国人民在慰问志愿军、捐献

慰劳品、参加志愿医疗队等方面都很积极踊跃，表现出

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比如，1951 年 4 月 20 日河南

省医务工作者组织的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出发赴朝。
“该队出发前，河南省及开封市的医务工作者与各界代

表四千余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开封市医药界及工

商界并捐献药品与医疗器材等一百余种，并有购买药

品的现款 480 余万元。该项捐献物品已由队带往前

方。”［11］( P629)

抗美援朝爱国情感教育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

切入点，有效地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众的社会心

态的整合，彻底清除了近代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所造成

的心理痼疾，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情

怀，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场伟大的民众爱

国情感教育活动，不只是为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胜利

的基础，而且也使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心灵得到了洗

涤和升华，进而展示了中国人民为民族图存而同仇敌

忾的决心、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进的毅力、为世界正义

而抗暴救难的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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