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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经历的第一场

现代化战争， 也是一场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意识形态国家

之间进行的实力对比悬殊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激烈的心

理较量也是以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意识形态、 不同文化传

统为大背景下进行的， 这与以往国内战争中进行的心理战

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这场心理战中， 我军一方面充分运用

以往国内战争中进行心理战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 另一

方面又结合对手新的特点进行心理战内容和方法的创新，
取得了对敌心理战的辉煌战果， 积累了丰富的在现代战争

中进行心理战的成功经验， 这些经验将为我军未来高技术

局部战争中进行心理战提供宝贵的借鉴。
一、 进行心理战， 关键是要不断激发全军将士的军心

士气， 增强官兵敢于战胜强敌的信心和勇气

新中国成立后， 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 广大人民群

众迫切希望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 而现在要同强大的美国

作战， 一些人对中国能否取胜心存疑虑， 少数官兵也产生

了不愿打仗的和平思想和害怕与美军作战的恐美心理。 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 中共中央迅速在全国开展了以 “仇视、
鄙视、 蔑视” （简称 “三视”） 为中心内容的各种宣传教

育活动， 以增强军心士气， 增强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一）进行该不该打的教育，激发官兵的爱国热情，提高

军心士气。这项工作主要在干部中进行， 采取自上而下的

教育形式， 着重说明抗美援朝的必要性。 一是通过对美国

侵略朝鲜、 台湾行动的分析， 阐明美国侵略行动的真实意

图， 说明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 二是通过对支援朝鲜与保

卫祖国、 保卫世界和平的一致性的分析， 阐明支援朝鲜人

民抗击美国侵略的正义性； 三是通过向部队讲述中朝两国

关系， 阐明唇亡齿寒， 户破堂危， 救邻就是自救， 援助朝

鲜 就是保 卫中国的 道理。 为此， 毛泽东 也 曾 教 育 全 国 人

民： “我们不出兵， 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 国内国际反动

气焰增高， 则对各方都不利， 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 整个

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

为应当参 战， 必须参 战， 参战 利益极 大， 不 参 战 损 害 极

大。”［1］p117 通过教育， 广大官兵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
特别是对抗美援朝和保卫国防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消除了少部分官兵中存在的和平思想和消极观望的心理，
振奋了 官兵的精 神， 鼓舞 了广大官 兵的 斗 志， 使 主 动 参

战、 积极求战在部队中形成了风尚， 军心士气空前提高。
（二） 进行能不能打的教育， 增强战胜强敌的信心和

勇气。 这主要通过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短长进行教育。 首

先； 说明美国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虽然武器装备

先进， 但得不到 人民的 支持， 士兵 厌战， 士 气 不 振， 是

“铁多气少”。 我方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有人民群

众的全力支持， 政治上占有优势， 士气高昂。 其次， 说明

我军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 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从来就不是武器而是人， 我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占有优

势， 有中朝人 民的全 力支援， 有 世界爱 好 和 平 人 民 的 支

持， 而且我军从来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
有的部队甚至还通过一些曾经与美军打过交道的干部和部

分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滇缅战场上与美国军队共同作战的解

放军战士的现身说法， 说明美军装备优势并不像传说的那

么神奇， 在战斗意志和战斗力上还不如日本军队， 我军能

打败日本军队， 也一定能打败美国军队。 其三， 美国战略

的重心 在欧洲， 投 入朝鲜 战场的兵 力有 限， 远 离 本 土 作

战， 补给线长。 我军则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 有以劣

胜优的经验和成熟的战略战术， 特别是有全国的政权和巩

固的后方。 因此毛泽东也鼓舞广大官兵： “只要同志们坚

决勇敢， 善于团结当地人民， 善于和侵略者作战， 最后胜

利就是我们的。”［1］p110 通过教育， 迅速打消了部分官兵对美

国装备优势的恐惧心理， 稳定了情绪， 大大增强了战胜美

［作者简介］丁晓春（1967—），男，南昌陆军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书记、教授，研究方向：党的创新理论和军队政治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心理战初探
丁晓春

(南昌陆军学院 江西南昌 330103)

［摘 要］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对敌心理作战之所以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主要是在心理战的攻防两端做到了攻守平衡。注重激发

我军官兵的军心士气，增强敢于战胜强敌的信心和勇气；注重对敌价值观的争夺，并不断巩固自身价值观的基础；详细分析和研究对

手，并结合战争的目的和战争不同阶段的不同要求有的放矢开展心理战。为了更好地提升心理战的质量和效能，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必须借鉴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开展心理战的宝贵经验，从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出发，加强对心理战的研究，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心理作

战力量体系。

［关键词］ 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 心理战

28



专题研究
ZHUANTIYANJIU

国侵略军的勇气和信心。
（三）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在精神上鼓舞前线广大官

兵。一是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

召。使全国上下，全军上下，人人了解出国作战的必要性和

正义性。二是号召全国人民支援志愿军，并提出“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要粮有粮”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激励下，全国人

民踊跃报名参军，报名人数超过需要名额的几倍或十几倍。
同时全国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 从 1951 年 6 月到

1952 年 5 月， 祖国人民捐献了可买 三千七百 一十架战 斗

机的捐款额。 三是开展两个 “战场” 之间的相互激励。 朝

鲜停战以前志愿军组织了两次归国代表团和四次观礼代表

团， 祖国人民也派出三届赴朝慰问团， 这种 “来来往往”
的活动， 对志愿军是个极大的鼓舞。 四是开展波澜壮阔的

立功运动。 这些活动的开展， 对激发志愿军将士的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起了极大的作用， 同时也使前线广大官兵感到

祖国和人民就是靠山， 就是胜利的力量源泉。
二、 心理战的实质是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心理较量，

因此， 进 行心理战， 一方面 要着重对 敌方 价 值 观 念 的 争

夺， 另一方面也要切实巩固已方价值观的基础

以理想、 信念、 世界观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是人们心

理结构的最高层次， 它统驭和控制着人的思想和行为。 一

个人的价值观念取向的改变， 就意味着其思想行为价值取

向的改变。 在朝鲜战场上， 我军就是运用各种手段， 从改

变敌军价值观入手， 取得了辉煌的心理战战果。 美国的心

理战专家们对于我们改造俘虏工作的估价是：“有三分之一

的人对美国的制度发生了怀疑”，“百分之一的人皈依了共

产主义”。［2］p136 美国的新闻报道也无可奈何地说，这是对“自

由世界”和“美国生活方式”的直接打击。［2］p136

(一) 竭力消除敌军对社会主义、 志愿军的欺骗宣传，
消除他们对社会主义、 志愿军的种种偏见。 朝鲜战争是不

同意识形态的两个阵营之间的较量， 敌方军队不仅盲目反

苏反共， 而且还极力丑化、 妖魔化中朝军队， 称中朝军队

为 “野蛮人”。 为了消除敌国军队的这种偏见， 我军采取

了多种措施。 一是坚决执行宽俘政策。 对一切放下武器的

敌军官兵， 不杀害、 不虐待、 不污辱、 不没收私人财物，
伤病者给 予治疗， 还 选择适 当的时机， 释 放 部 分 敌 军 战

俘， 以实际行动揭穿敌人说我们虐杀俘虏的欺骗宣传。 二

是对待战俘营里的战俘遵从平等待遇的原则。 也就是对战

俘营里的十三个国家的不同种族的战俘一视同仁， 有些战

俘， 特别是美国的黑人战俘感到自己 “生下来以后， 只有

在战俘营里， 才真正享受到了平等”［2］p151。同时尊重战俘的

宗教信仰，允许他们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有些战俘感动地

说：“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2］p151。三是

通过战俘向敌国人民进行宣传。 战俘为了使家属得知他们

受到宽待的情况， 我们允许他们向国内亲戚朋友写信， 使

原来对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不信任的家属读了信后反映道

“这个政策正像母亲的心一样”［2］p157。
（二） 以拥护和平、 反对战争作为宣传教育的中心内

容。 厌战想家、 渴望和平是美军的一种普遍心理。 对此，
我军着重向美军宣传我军和平政策， 这对渴望和平渴望早

点结束战争， 希望早日回家团聚的美国士兵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 这一方面改变了他们认为中国 “好战” “野蛮” 的

观念， 另一方面也涣散他们的军心， 有些联合国军官兵纷

纷向我表示 “今后不再和中国人作战了”。［2］p146 因此， 美国

陆军部宣传处也不得不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宣传战中，
“有一个得意的战略论题”［2］p143，就是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三） 注重强化官兵正确的价值观念， 不断巩固我军
的思想政治基础。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敌我双方的心理作

战贯穿战争的全过程。 美军对志愿军开展的 “心理作战”
其规模 之大、 手段 之多、 技 术之新是 我 军 历 史 上 所 未 遇

的。 美军 主要是针 对我们 面临的现 实困 难 进 行 挑 拨、 威

胁、 利诱， 有时还以 金钱、 女 人和已投 敌 的 分 子 进 行 勾

引， 这对于我军是一种严重威胁和严峻的挑战。 为此， 志

愿军着重从三个层次强化官兵的正确的价值观： 一是通过

思想政治教育， 坚定官兵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信念， 强化官兵的精神支柱； 二是充分教育

官兵认识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 充分认清美帝国主义的侵

略野心； 三是教育官兵充分认清战场上的实际困难和战争

的艰苦性和残酷性， 并反复强调， 这些都是由于美国的侵

略所造成的。 同时针对敌军的各种心理战攻势， 我军主要

采取开展正面教育为主， 主动揭露批驳的措施， 收到良好

的效果。
三、 进行心理战， 必须充分研究对手， 紧密结合战争

目的和战争不同阶段的不同要求进行

（一） 进 行心理战 必须充 分地研 究 对 手， 越 详 细 越

好。 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敌国的民情、 社情、 军情、 风俗

习惯、 国家政策等等。 切忌一厢情愿地凭主观想象对敌人

进行宣传和教育， 这样必然引起敌人的反感而不能起到应

有的效果。 比如， 入朝初期， 志愿军仍沿用国内战争中的

方式进行宣传， 一开始就单刀直入地分析批判美国的社会

制度， 搞阶级教育， 宣传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 可是西方国家战俘特别是美国战俘普遍对本国的社

会制度和国内的生活水平有优越感， 这种宣传使敌军及敌

战俘认为是在攻击他们的“家庭和祖国”，“污蔑美国的生活

方式”， 把他们的国家 “说得像一个低级趣味的娱乐场所

一样”， 引起他们的反感。［2］p153 根据这一情况， 志愿军经过

对敌细致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及时作出调整， 并根据大多

数美国士兵厌战想家， 渴望和平的心理， 重点宣传我们的

和平政策， 宣传一些时事，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仅作一

些简单的介绍， 让他们对社会主义有所了解， 同时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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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方 法上也尽 量采取 灵活多样、 轻松 活 泼 的 方 法 进

行，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进行心理战必须区分不同的作战对象进行。在朝

鲜战场上，我军主要作战对手是美军和韩军，其他各国派到

朝鲜战场上的军队为数很少， 所以我军对敌心理战的矛头

主要指向美军和韩军。 总体上看美军和韩军在政治思想上

有共同之处，但也存在许多矛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对美

军和韩军心理作战的内容是有所区别的。比如，我们对美军

主要是宣传我军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宽俘政策和和平政策。
而对韩军则除了宣传抗美援朝的正义性、 中朝军队的宽俘

政策外， 还着重宣传美国的侵略阴谋和韩军所受的种种苦

难等等，这种区别对待的作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进行心理战必须紧密结合战争的目的，并根据战

争发展的不同阶段确定不同的心理战重点。 朝鲜战争是一

场战争目标有限的局部战争， 心理战作也必须服从和服务

于这一有限的战争目标。同样，在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由

于要达成的目标和敌我双方态势的不同， 对敌心理作战也

必须确定不同的重点。比如，在运动战阶段，敌军气焰骄横，
作战顽强，有些人甚至在被包围后还负隅顽抗，拼死突围，
不愿投降当俘虏，为此，这一阶段我军对敌心理战主要以宣

传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为主要内容；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线

相对稳定，敌军厌战、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情绪加重，对此

我军这一 阶段对 敌心理战 主要以和 平政策 为 主 要 宣 传 内

容，进一步瓦解敌军斗志，削弱敌军战斗力。另外，我们还根

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宣传口号。例如，停

战谈判开始后，我们抓住敌军官兵渴望和谈成功的心理，提

出了“和平就在眼前，保着身体好回家”，“停战前五分钟死

亡 是 不 值 得 的”等 口 号 ［2］p144；同 时 还 抓 住“白 马 山”、“老 秃

岭”、“狙击兵岭”、“丁字山”、“上甘岭”、“伤心岭” 等地的胜

利，宣传中朝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向敌军指出：“山头是

坟墓”、“投降是活路”。［2］p144 这些口号对动摇军心起了很大

作用。
四、 借鉴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开展心理战的经验， 建

设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心理战力量体系

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 我军没有专业化的心理战领导

机构， 心理战的 任务主 要由政治 部门的宣 传、 文 化、 统

战、 安全保卫等部门兼任。 心理战的力量也是以政工干部

为主体， 发动全军指战员参加的形式， 把心理战的工作融

入到我军政治工作的方方面面。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

符合我军特点的， 也有利于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和广大官

兵的力量， 必须得到继承和发扬。 但是， 从朝鲜战争交战

双方心理作战实践来看， 心理战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这已经成了一种趋势， 这就要求进行心理作战必须建立起

一支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专业化的心理战力量体系。
（一） 必须建立专门从事心理战的科学的高效的组织

领导机构。 在朝鲜战争中， 美军扩编了其进行心理战的机

构， 美国国防部设有 “心理作战总部”， 集团军、 军和师

都 分别设有 “心理作战” 处、 科、 组。 我 军 在 抗 美 援 朝

中， 没有专门的心理战的组织领导机构， 而是把心理战的

职能分解到各个工作部门， 这样虽然有利于发挥各工作部

门的特长， 但却不利于集中统一的指挥， 也增加了组织协

调的成本和难度， 因此我们也必须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构建符合我军特点的心理战的领导和指挥机构， 以提高心

理战的协调和指挥能力。
（二） 必须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心理战部队， 尤其要大

力培养进行心理作战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专业的心理战部

队必须是对敌心理作战的拳头力量， 能够迅速地了解和熟

悉对手， 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心理战的方法和手段， 并在

不同条件下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心理作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 我军最感不足的是从事心理战的高素质专门人才的缺

乏。 比 如， 我们面 对的是以 美国为 首的 十 六 个 国 家 的 军

队， 因为语言不通， 使我们在贯彻执行宽俘政策时遇到很

大的困难。 在作战时也无法进行战场喊话， 只好打 “死打

硬拼” 的哑吧仗， 在敌人放下武器后， 也无法向他们宣传

宽俘政策， 以消除他们的疑惧心理， 这极大地削弱了心理

战的质量和效果， 后来只好临时从别的地方抽调这方面的

人才来进行敌工工作。
（三） 要建立专门的心理战研究机构。 在 朝 鲜 战 场

上， 起初我们对敌手进行心理战的研究是相当不够的， 以

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 “盲目性”、 “想当然” 和 “一厢

情愿” 的现象， 致使心理战的效果不明显， 有时甚至出现

某种负作用。 由此可见建立起专门的心理战研究机构是非

常必要的， 这些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在平时对潜在的对

手， 战时对作战对手进行研究， 为战时进行心理战提供决

策依据、 攻击目标、 实施方法和其他的相关信息。 同时还

必须重视民间研究机构的作用， 民间机构里也有大量这方

面的人才， 这些机 构里的人 才战时可 以 直 接 为 军 队 所 利

用。
总之， 我军心理战力量体系的建设， 必须继承和发扬

我军长期积累的开展心理战的优良传统， 特别要深入总结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开展心理战的宝贵经验， 积极适应

新形势下对敌心理作战的需要， 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心理

作战力量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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