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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精神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实行人民群众广
泛动员的全面抗战路线，强调必须使每个
士兵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
他们有什么关系，因此，“伟大的抗战必须
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纷纷成立
抗日救国会、救国义勇军、抗日讲演队，
组织“请愿团”“示威团”，向当地政府或
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示威。
1931年11月，面对人民大众要求抗日
的怒潮，蒋介石只得表示“个人决心北
上”，学生们乘机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
动，一时间到南京敦促政府出兵的学生
达两万多人。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发动工人和学生
组成义勇军支援前线作战，复旦大学有
200多名同学在天通庵路战斗中牺牲。
1935年12月9日，为反对日本策动“华北
自治”阴谋、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进
逼处处妥协，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
下，北平学联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
运动。这天清早，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
学校的学生，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向北平
城内进发，游行队伍被军警阻于西直门
外，学生们便就地开起了群众大会。清华
大学学生陆璀站到方凳上，开始向人群宣
传抗日。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
抗日根据地全面开展了抗战教育工作。
首先是广泛发展中小学教育。晋察冀边
区1940年已有小学7697所，学生46.9
万余人。其次是普遍进行社会教育。利

用农闲时节开展夜校、冬学等，教育对象
是青壮年，教育内容主要有生产劳动知
识、民族意识和政治思想教育，还有文化
识字教育。抗日根据地中小学和社会教
育的发展，使大批青壮年在一定程度上
摆脱了文盲状态，学到了文化知识，提高
了抗战觉悟和生产建设能力。再其次是
大力举办干部教育。中国人民抗日军事
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是中共中央
举办的一所最高军事学府。全国抗战开
始后，各地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

成为抗大学员的主要来源。抗大没有考
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来，这就是
最好的考试。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还创办
了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
迅艺术学院等一大批学校。党的干部教育
目标，是培养造就一大批革命的先锋队。毛
泽东为陕北公学的著名题词，阐明了革命先
锋队的崇高精神品质：“这些人具有政治远
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
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
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
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
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
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在大后方，广大知识分子表现出了
高昂的爱国热情。教师周咏南母子从
军，是大后方广大教育工作者勇于担当
的生动体现。1938年11月，39岁的湖
南祁东县小学教师周咏南，带着她独自
抚养长大、刚满18岁的儿子黄天去投考
黄埔军校，招生人员对她说，她已超过年
龄太多，不能报考。周咏南回答说：“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我既送子参军，
我也同时报考，共赴国难，你忍心拒我于
报国门之外吗？”1940年1月，周咏南母
子同时在黄埔军校毕业，去了抗日前
线。抗战胜利后，周咏南退役回到家乡，
继续当老师，解放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
民教师。1949年1月，黄天随部队在北
平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作者吴华云系湘潭大学中国共产
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
员）

图片出自朱成山主编《正义必胜和
平必胜人民必胜》

【教育奉献】

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

抗战精神 血战到底御外侮
李佑新 吴华云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
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
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
会上的讲话

【总书记说】

【精神阐释】

抗战精神的内涵

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昭示，中华民
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
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中国人民
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中国
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1935
年12月，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会发起了
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学生
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发展成
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国民党部分官
兵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1936年
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西
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停止内战扭转时
局的转折点。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抗
日战争中，成千上万的英雄慷慨赴死，英
勇就义，彰显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浩然
正气。以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
为代表的一批高级将领，身先士卒，冲锋
在前。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东北抗
联八位女战士等众多英雄群体，都是中国
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光辉典范。正
是这千千万万英勇不屈的人民群众，构筑
起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面对强敌，中国人民决不妥协。正面战
场中国军队奋勇抵抗。八路军首战平
型关，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
奋了全国人心。百团大战使日军的“碉
堡主义”“囚笼政策”受到沉重打击。新
四军在大江南北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游
击战争，敌后军民广泛开展地道战、地
雷战、麻雀战、围困战等群众性游击战
争，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这一必胜
信念，始终支撑着中华民族在极端困难
的情况下持久抗战。各抗日根据地在
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
效的建设成就。大后方的人民群众历
尽各种苦难，但始终同仇敌忾支援抗
战。中国人民抱定了抗战到底的决
心，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
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

（作者李佑新系湘潭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二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学生与民众九运动中的北平学生与民众。。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教育工作
者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以实际行动投
身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斗争。1950年
11月9日，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发
表《全国一百万教育工作者衷心拥护联
合宣言》，要求全国教育战线立即动员
起来组织起来，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运动。1951年3月21日，中国教育工会
全国委员会主席吴玉章号召全国教育工
作者“负起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的宣传
教育工作的伟大任务”。他指出，全国教
育工作者人数多、分布广、文化水平高，
与其他阶层人民相比，有着开展抗美援
朝宣传教育的便利条件，同时也应肩负
更大的责任。在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
会的教育和动员下，成千上万的青年学
生或投身前线作战，或进行后方支援，
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壮丽的历史篇章。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保持思想
上的清醒，才能做到行动上的坚定。抗
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作为头号帝国主
义国家，有着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并
拥有先进的核武器，这不免让一些人产
生了“恐美”“崇美”“亲美”心理。针对这
种情况，各级各类学校把时事教育作为
重要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对美帝国主
义“仇视”“鄙视”“蔑视”教育，引导广大
学生认识抗美援朝斗争的性质与意义，
从思想上弄清楚为谁斗争、如何斗争以
及斗争的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加强自身时事学习的同时，全国
各大、中学校师生深入工厂、农村及居
民团体等进行广泛宣传。《全国一百万
教育工作者衷心拥护联合宣言》发表
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立即行动起来，
掀起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热潮。教育系
董渭川教授多次到各中学作报告；历史
系白寿彝教授早晨6点半钟就开始进工
厂；中文系教授黄药眠、叶丁易、黎锦
熙、陆宗达等及全体助教都参加了工厂

工作；化学系助教俞凌翀、吴国利每天
都和同学步行到工厂，晚会时，俞凌翀
讲述“原子弹问题”，吴国利讲“美帝
侵华史及美帝暴行”；历史系的教授们
则积极赶编小册子《美帝侵华史》；同
时，美工系同学要求漫画组变成长期性
的组织，并请系里的教师指导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甫一爆发，全国青年学
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沸腾而起，
纷纷要求报名参加志愿军。1950年12月
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和政务院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
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颁布后，
青年学生掀起了踊跃报名参军的高潮。
清华大学的学生欢呼道：“天天等待着的
祖国号召，这下子可盼来了！”学生们的爱
国举动，得到了全国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支
持。北京大学教授汤用彤、许德珩，清华
大学教授华罗庚等纷纷发表讲话，鼓励青
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清华大学教
授梁思成、林徽因等以身示范，积极支持
自己的适龄子女报名参加军事学校。

前线需要什么，祖国就支援什么。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

会《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
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发出后，得到
了全国教育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在短短
3个月时间里，全国教育工作者认捐的
数额达240亿元。归国华侨学生踊跃捐
献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药品。为支援前
线作战，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市护
士学校等组成“南丁格尔救护队”“白
求恩青年医疗队”，前往朝鲜战场提供
医疗服务。唐山工学院（现在的西南交
通大学） 师生组建“抗美援朝工程
队”，三次赴朝抢修机场，顶着敌人的
狂轰滥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诞生于
抗美援朝烽火中的石家庄铁道兵工程学
院（现在的石家庄铁道大学），紧急培
养了440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驰援朝鲜
战场，为保障“打不断、炸不烂”的钢
铁运输线立下了赫赫战功。1952年 3
月，学校还直接派出30余位专业技术
教员奔赴朝鲜战场参与铁路抢修抢建，
与战场上的铁道兵战友共同奋战。“没
有大国，哪有小家？我们不怕困难、不
怕强敌，因为我们身后是国家和人
民。”曾参与朝鲜战场铁路抢修抢建的
杨桂昌，1951年 18岁入伍时正读初
中，他回忆起参加大同江桥抢修战斗时
说，被炸毁的大同江桥为混凝土钢结
构，正桥的水泥桥墩只剩下半截，很难
修复。经指挥部决策，确定在大桥两侧
贴着河面抢建两座便桥，以备一座桥炸
坏了，另一座桥仍能保障通行，创造了
战时铁路抢修的成功经验。杨桂昌在抗
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来到石家庄铁道兵工
程学院任教，2020年10月，与同校15
名离退休教师一起获“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作者崔文龙系教育部高等学校社
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荣优
系烟台大学机电汽车工程学院团委书
记、副教授）

【教育奉献】

全国教育工作者支援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精神 舍生忘死卫家死卫家国国
崔文龙 王荣优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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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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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说】

【精神阐释】

抗美援朝精神的内涵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
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
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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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家卫国，是抗美援朝战争最为
鲜明的标志。中国人民为了捍卫祖国和
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英勇牺牲、无私奉
献，凝聚成能够战胜一切的钢铁洪流。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让世界知道了，“现
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
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战
士英勇顽强、舍生忘死，所表现出的大
无畏英雄气概让敌人胆寒。正是凭借
这种惊天动地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志
愿军将士把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打得

“如潮水般溃退”，让不可一世的敌军指
挥官度过了“最寒冷的冬天”。

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
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志愿军战士们深
知抗美援朝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坚信正义的战争必胜。上甘岭战役中，
美军连续轰炸，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
吃到半块饼干，甚至严重缺水，但志愿军
战士们依然乐观，他们给作战坑道起名
叫“立功洞”“英雄洞”“胜利洞”，把敌人
投下的照明弹戏称作节日礼花，把敌军
炮弹炸出的弹坑调侃为炮弹火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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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志愿军
战士闻令而动，坚决果敢，不惜牺牲，慷
慨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著名作家魏巍
在抗美援朝战场看到一个战士吃炒面
就雪，就问他：“你不觉得苦吗？”这位战
士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
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
在这里。”

铁道兵学员抢通被美机炸断的铁
路，军用列车满载物资开往前线。

石家庄铁道大学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