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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 9 月 3 日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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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为我们学习和把握伟大抗战精
神指明了方向。

抗战精神的形成背景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

伟大抗战精神形成的文化土壤。抗日
战争前，中国人民已进行了近百年共
御外侮的英勇斗争，在这一历史进程
中，民族精神不断觉醒和升华，这是伟
大抗战精神形成的历史基础。中国共
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
被动转入主动，这是伟大抗战精神得
以形成的思想基础。日本军国主义的
野蛮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其深
重的灾难，团结御侮、抗日救亡成为中
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
求，全中国人民空前团结起来英勇抗
战，这是抗战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伟大抗战精神形成
和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中
国共产党凝聚了抗战精神之魂。九一
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
救国的旗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长
征的险恶环境中，依然以北上抗日为
己任，并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进
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
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
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有理有利有
节的斗争原则，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
起的三次反共高潮，维护了团结抗战
的局面。其次，中国共产党阐明了抗
战必胜之理。区别于国民党的片面抗
战路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
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为驳斥妨碍
夺取抗战胜利的各种错误论调，中国
共产党阐明了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以
及一整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再其次，中国共产党力行艰苦抗战之
实。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抗战意志最坚定，
抗战行动最坚决。九一八事变后，中

国共产党就坚决主张“以民族革命战
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局部
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
联等武装是东北抗日的主要力量。七
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

（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将士立即
通电全国，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
血”。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就东渡黄
河，开赴华北前线，取得一个又一个胜
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和军
队，正如朱德同志所说，“其抵抗的极
端英勇，其对所受苦难的极端坚忍，其
牺牲的极端壮烈，实是代表了中华民
族最浩大的正气，写下了中华民族在
抗战中最壮烈不朽的史诗”。

抗战精神的深刻内涵
伟大抗战精神有着深刻而丰富的

内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

怀。九一八事变后，摆在中国人民面
前的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
日救国成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成
为中华民族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中
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
来。中国共产党最早高举全民族抗战
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击
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部分爱国官兵组
织的局部抗战，也一定程度鼓舞了全
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全国各界群众纷
纷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集会游行，要
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
海外华侨怀着赤子之心，与祖国同呼
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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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2 月，东
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
孤身被围，面对敌人的劝降，杨靖宇凛
然回道：“不必多说，开枪吧。”杨靖宇
牺牲后，日军残忍地将其割头剖腹，发
现他的胃里只有没能消化的树皮、草
根、棉絮和青苔，没有一粒粮食。以杨
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为代表

的一批抗日将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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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体现中国人民民族气节的光辉
典范。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面对强敌，在决不妥协的血战中，中国军
民展现了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
概。毛泽东同志指出：“不论在任何艰难
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
要继续战斗下去。”从七七事变后全面抗
战开始到抗战胜利，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
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击毙伤
俘日军150余万人。中国战场抗击的日
军，最多时达100万以上，日本战败后，向
中国投降的日军共 128 万余人。同时，
中国军民伤亡 3500 万人以上。抗日战
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顽
强抗争、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得来的。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抗日战争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
的，是对中国人民意志的巨大考验。但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战争多么残酷，
无论牺牲多么巨大，中国人民从来都没
有动摇光复河山的决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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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方的人民群众虽历尽
各种苦难，但始终同仇敌忾支援抗战。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证
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
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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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

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国人民勇于面
对各种斗争、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
力。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担当伟大使
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人民进
行了一百多年的持续奋斗，直到抗日战
争，才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

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抗战中，中国共产
党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赢
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民族复兴
有了坚定的领导力量。抗战胜利，进一步
坚定了民族复兴的自信，开辟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
标。学习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能够使我
们从中汲取力量和勇气，担当起历史赋予
我们的神圣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接续奋斗。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永葆党的初
心。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守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和使命。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
人民，是党在抗战时期各项政策的根本
出发点。全国人民总动员，改良人民的
生活，是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重要
内容。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抗战中最为勇敢坚
决，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人民的军队，

“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
东同志指出：“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
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
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学习和弘
扬伟大抗战精神，能够使我们把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和热爱人民统一起来，把
自己的个人出彩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结
合起来，练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艰苦奋
斗。抗日战争时期，国力贫弱、武器装备
落后且严重不足，再加上敌人极其野蛮
和凶残，决定了抗日战争的极端艰苦
性。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陕甘宁边区“曾
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
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
冬天没有被盖”的极端困难境地。中国
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人民，不畏千难万难，
战胜了数不胜数的困难，终于迎来了胜
利。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学习和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能够使我们永远保
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敢面对前进征途
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发扬斗争精
神。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诞生、发展
和壮大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面对的斗争环境异常艰险且复杂。严酷
的斗争不仅来自强大的敌人，还来自国
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涉及政治、军
事、外交、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以毛
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从容应对，展现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和智慧，取得了各条战线上斗争的重大
胜利。可以说，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
人民的斗争精神、斗争智慧、斗争艺术
的集中体现。学习和弘扬伟大抗战精
神，能够使我们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不断提高斗争本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征程中赢得新的伟大胜利。

（作者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

抗战精神抗战精神 誓死御侮还我河山誓死御侮还我河山
李佑新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钩沉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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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

践行

抗战烽火点燃了广大青年学生和
少年儿童的爱国之心，他们“以无比的
热情为抗战服务，以无比的热情为抗
战而求知”（邹韬奋语），为苦战中的祖
国奉献自己的才智与力量。

上海学协孤岛奋战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租
界区成为在日军包围下的孤岛。身处
孤岛的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继续
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开展抗日活动。在
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之前，上海市学生
界救亡协会（后改称上海市学生协会，
以下简称学协）成立，学协通过成立各
类读书小组等方式传播进步书刊，宣
传党的理论和政治主张，很多同学通
过学协向党组织靠拢。为支援前线，
上海各界救亡团体发起九一八事变七
周年劝募寒衣活动，计划募集20万件
棉衣，学生界承担起了10万件募集任
务，不到一个月就提前完成。1938 年
11 月，学协代表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并
赠送“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锦旗。新
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亲笔复函致谢
上海学生，表示“敝军更当勠力京沪区

域，与诸君一致坚持长期抗战，势必争
取最后胜利”。1940年3月，得知汪精
卫将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全市100
余所大中学校发表声明拒绝承认汪伪
政权。在日伪加紧搜捕抗日力量的险
恶形势下，1941 年春夏，党组织领导
进步学生转入地下战场。

师生抗日游击队血沃大青山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一批共产党
员教师陆续来到太原市成成中学任
教，学校成为山西地下党的红色堡
垒。七七事变后，八路军东渡黄河，中
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中
共山西省工委进驻成成中学。1937
年 10 月 10 日，成成中学成立师生抗
日义勇队，后被改编为第二战区民族
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抗日游击
第四支队。在共产党员刘墉如校长的
带领下，该校 400 余名师生举校从军
奔赴抗日战场。1938 年 6 月，这支师
生抗日队伍同八路军 120 师 715 团转
战塞北创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后奉
命改编为八路军120师骑兵支队独立
营。成成中学的抗日队伍经历过大小

战役 300 余次，至抗战结束幸存不足 20
人，大部分学生牺牲时只有十八九岁。
1938 年 2 月 7 日，该校全体师生在《群
众》周刊上发表的《为号召全国青年参战
宣言》中写道：“捍卫祖国的责任是我们
的，我们应当为了祖国的生存流尽最后
一滴血!”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用行
动和鲜血诠释了他们的铮铮誓言。

儿童团勇当抗日小先锋

“谁说我们年纪轻，谁说我们不中
用？我们慰问宣传呱呱叫，我们唱歌、演
戏样样通⋯⋯快来参加抗战保国家，做
个抗日的小英雄。”这是苏北盐阜区抗日
根据地抗日儿童团团歌。抗日儿童团，是
抗战的小生力军。

当年的阜宁县中心乡东庄抗日儿童团
副团长刘则先老人回忆，他13岁到姑父家
做客时，正巧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驻
扎在此。八路军女战士教孩子们唱歌、打
鬼子，孩子们个个兴高采烈。盐阜区第一
个抗日儿童团成立后，孩子们学习抗战知
识，学唱抗战歌曲，积极站岗放哨，到附近
的敌据点外喊话，“抗日”两个字深深烙进
了他们心中。刘则先说：“从那时起，我们

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他们领导的八路
军、新四军是抗日的部队，是为中华民族解
放而斗争的。”从1941年起，在党的领导
下，盐阜区儿童团队伍不断发展壮大，8至
16岁的儿童都自愿加入儿童团。

（作者单位系湘潭大学中国共产党
革命精神与研究中心。本文系湖南省教
育厅基金项目[17C1552]成果）

学生军儿童团 勠力同心保家园
吴华云

位于岳麓山下的湖南师范大学附
中博才实验中学，把弘扬伟大抗战精
神作为立德树人的核心内容。

艺术节是博才实验中学传统四大
节之一，学校要求各班同跳一支舞、
同唱一首歌，努力做到全面发展。
2020 年，学校艺术节以“舞动革命
青春，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将伟
大抗战精神教育搬上了舞台。七年级
2001 班的孩子用嘹亮的唢呐声呼唤

《九儿》，拉开了艺术节的序幕，为师
生展现了抗战年代的爱恨情仇。八年
级 1916 班的孩子以一支 《八女投
江》 的舞蹈感染全场。当八位女战士
毅然跳江时，观众席上的同学们都流
下了热泪。八年级 1913 班带来的

《红色娘子军》《红旗飘飘》 舞姿优美
动作大气催人奋进。九年级 1813 班
的 《保卫黄河》 运用多重唱让人耳目
一 新 。 1804 班 的 《红 星 闪 闪》、
1807 班的 《游击队队歌》 带来了无
限 的 能 量 ， 1816 班 的 《大 刀 进 行
曲》 展现了新时代少年报效祖国、珍
爱和平的信念。

该校校长许小平说：“给新时代
好少年讲好抗战的故事是我们的历史
使命。”除了把抗战故事从书本搬上
舞台，博才实验中学的学子们还将抗
战故事搬进黑板报、手抄报，让伟大
抗战精神铭刻在少年心中。

（作者单位系湖南师大附中博才
实验中学）

把伟大抗战精神搬上学校舞台
陈丹敏 马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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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建成的100多座抗
战类纪念馆，日益成为抗战精神教育
的重要载体。

北京市西南卢沟桥畔，坐落着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该纪念馆推
出的“清明节的铭记”主题教育系列
活动，已经成为各界人民群众追思缅
怀英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平
台。2020 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之
际，馆内主题展览 《伟大胜利 历史
贡献》，用 1170 幅照片、2834 件文
物，向参观者诉说着那段永远不可磨
灭的历史。八路军战士使用过的公文
夹、文件箱等物品；新四军战士使用
过的枪套、军鞋、搪瓷碗、皮带和绑
腿；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缴获的日军武
器及装备⋯⋯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
揭示着其中蕴含的伟大民族精神。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以“收藏
历史记忆，展示历史真相”为己任，
着力围绕九一八事变那段历史开展
文物及史料的收藏、展示、研究和
宣传教育。自 1999 年起，每年的 9
月 18 日，沈阳社会各界都要在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举行勿忘“九一八”撞
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拉起防空警

报，撞响 14 下警钟。2020 年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之际，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 同 时 启 动 “ 抗 战 联 线 联 展 ” 和

“抗疫纪实展”等活动，积极探索
“互联网+教育”的新方法，为未成
年人精心打造了“沈阳抗战文化之
旅云课堂”活动，课程包括“残历
碑”“一台相机背后的真相”“八女投
江”“国歌”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全网推出线上 8 小时不间断接力
讲解活动，36 人接力，共有 40 个讲
解项目，全方位讲述那段血腥历史。
在纪念馆参观完“三个必胜”主题展
后，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王宇立说：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要进一
步学习抗战历史，从抗战历史中汲
取精神力量，传播弘扬伟大抗战精
神，担当起时代重任，坚定不移跟
党走，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

抗战类纪念馆是弘扬抗战精神、
加强社会教育、展示抗战历史的重要
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是新时代抗战类纪念馆的光荣
使命。

依托纪念场馆重温伟大抗战精神
吴华云

近年来，湘潭大学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光荣传统、赓
续红色血脉的重要论述精神，扎根伟
人故里，发挥学校优势，着力推进红色
基因传承。学校依托教育部重点研究
基地“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育部与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共建的高校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等平台，出
版《红藏》（其中大量与抗战有关的珍贵
资料）和《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
与抗日战争》《抗战精神》等科研成果，
并通过开设“恰同学少年”“伟人智慧：
大学生学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等特色课程，把抗战精神融入
教材、融入课堂。开展抗战经典歌曲
百人大合唱、抗战将士家书诵读、中
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学习征文等活动，

把抗战精神融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方方面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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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发表重要讲话，湘潭大学全体师生
以主题班会、主题党日活动等形式，把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当成一
堂意义深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湘潭
大学党委书记黄云清说，湘潭大学将
持续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充分发挥学
校红色资源育人优势，着力提升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与党建工作的高度、深
度和温度，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深厚
家国情怀、敢于担当时代使命的栋梁
之材，引导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作者单位系湘潭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在立德树人中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朱梨梨

敌后根据地儿童团查
岗

图片摘自《人民战争必
胜——抗日战争中的晋察冀
摄 影 集》， 辽 宁 美 术 出 版
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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