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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经典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引

导和自下而上的意愿表达相统一的结果，经历了前期酝酿、正式形成以及普及传播3个发展阶

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蕴含“抗美”与“援朝”的鲜明立场，“保家”与“卫国”的家国关系

以及“抗美援朝”何以“保家卫国”的内在逻辑，以丰富含义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原因、性质和

目的，具有传递党和国家政治立场、凸显爱国主义时代主题以及构筑中国人民集体记忆的重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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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

重要载体。1950 年 10 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口号也随之成为国内外广泛传播的政治宣传

符号，成为中国“钢少气多”力克美帝国主义“钢多

气少”的话语典范。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局势变化

中分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发展阶段、丰

富意蕴和深远影响，有助于汲取历史智慧、把握历

史逻辑，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守正创新。

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形成

过程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经历了前期酝酿、

正式形成和普及传播3个阶段，是国际形势变化和

国内政策调整相结合的结果，也是党和国家自上

而下的政治引导和广大民众自下而上的意愿表达

相统一的结果。

（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前期酝酿

1950年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朝鲜战

争爆发两天后，公然宣布出兵朝鲜、封锁中国台湾海

峡。6月28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紧急举

行第八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美国对亚洲

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

抗”，大家要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

衅”。[1]137-138周恩来在当天的对外声明中强烈谴责

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台湾和亚洲的罪行，表示要“坚决

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号

召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

和人民“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2]3277

月7日，美国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组建所谓

的“联合国军”进入朝鲜战场。与此同时，党和国

家已开始组建东北边防军并调整国防部署，以备

在必要时援助朝鲜抗击美国。8月4日，毛泽东在

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美帝得胜就会威胁我国，

“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3]1689月 5日，毛泽

温静：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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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再次强

调，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国侵略，“对于朝鲜人

民，我们是需要给以帮助和鼓励的”“应当尽力地

去帮助他们”。[3]184

中国人民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等行径表示

出极大愤慨，通过各种途径抗议美帝国主义的武

装侵略，声援朝鲜人民的反抗运动。7月10日，中

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

7月14日，该委员会号召全国举行“反对美国侵略

台湾朝鲜运动周”活动，明确提出“坚决反对美国

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台湾省的侵略”“中国人民应

当同情和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4]等要求。《人

民日报》先后收到并刊载了多封表达群众意愿的

来信，如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读报小组成员来信表

示，美国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暴行只能增强人民的

愤恨，“我们不能容忍美李匪帮这种破坏世界和平

的侵略罪行”。[5]

朝鲜战争初期，国内政治宣传聚焦于表达中

国人民反抗美国侵略、支援朝鲜斗争的坚定态度，

各地的群众性活动中也多次出现反美、援朝等话

语表述，“抗美援朝”口号的基本内容初具雏形。

由于朝鲜人民军作战顺利，我国的援朝目的仍旧

采用维护世界和平的口号，并未将抗美援朝与中

国领土安全直接关联。

（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正式形成

美军仁川登陆后，腹背受敌的朝鲜人民军被

迫后撤。为了阻止战火往三八线以北蔓延，1950

年9月30日，周恩来作出严正表态，中国不会对美

国侵略朝鲜置之不理，中国人民“为了保卫和平，

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6]82但这一警告

并未引起美国的重视。10月 1日，南朝鲜军队越

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

的请求。10月4日到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朝鲜局势和中国出兵援朝问

题。经过激烈而充分的讨论，会议最后作出了“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这是党的文献中

完整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较早记录，明确

将支援朝鲜的目的定位于保障国家安全。

不久后，美军向朝鲜北部不断推进，中朝边境

形势危急。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作战。毛泽东

向各地方局发出通知，强调参战目的是“保卫中国

支援朝鲜”，为了布置各项准备工作，志愿军参战

“只做不说”，不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

导干部知晓。[3]21610月24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

表示，朝鲜问题连带着台湾问题，消极防御行不

通 。“ 我 们 应 该 广 泛 宣 传 抗 美 援 朝 ，保 卫 和

平。”[7]3310月28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召开

第六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文艺界展开抗

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号召》，提出“全国人民中已开

始热烈地展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自发的运

动”，号召文联所属各协会及全国各地方文艺组织

“广泛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运动”。[8]这

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首次以人民团体宣

言的形式面世。

由于军事部署和隐蔽宣传的需要，这一时期

的中央高层会议纪要和人民团体会议虽然已明确

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但中央明确要求

一切宣传工作都要“注意保守国家机密”。[2]440因

此，各地时事宣传中的支援目的仍侧重于“保卫和

平”，而非带有直接性和紧迫感的“保家卫国”。

（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普及传播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初，秘密入朝的志愿

军出其不意地发起第一次战役，将“联合国军”从

鸭绿江边击退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美军在感恩

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首场战役的胜利为抗美

援朝的宣传奠定了实践基础。11月 2日，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要求各

地对即将发表的各党派联名宣言保持关注，并按

照规定进行有计划的宣传，拥护“以志愿方法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9]145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也以

“实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醒目标题登载多封读

者来信，在相关报道中突出了来信群众要以实际

行动“保卫家乡保卫祖国”[10]的诉求。11月4日，中

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中国各民主党

派联合宣言》，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为全国人

民的神圣任务。[2]456同一天，《人民日报》全文刊发

了一周之前已使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

《关于文艺界展开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号召》。自

此开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进入大规模传

播的新阶段，宣传普及度和群众认知度迅速提升。

为了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中共中央对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规范使用提出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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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要求。宣传部门陆续发出《关于报道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运动内容的指示》《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运动的报道应注意问题的指示》等文件，对宣传

工作中提出“过高的口号”和对“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口号的错误理解进行了纠正，保证新华社和各

地报纸宣传报道的一致性。[9]152-155全国各地和社会

各界纷纷发表宣言或谈话，表达全国人民“为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的决心和意志。如中国社

会科学5个学科研究会发表联合宣言，“热烈响应

全国人民志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11]；中华

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表示要“把我们的劳动与智

慧全部贡献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事业”[12]；

东北民主妇联在书面谈话中表示要“实现自己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13]；武汉市立第一医院附

设护士学校70余位同学表示要“做一个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战地护士”[14]；等等。

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基本

含义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体现了纷繁复杂

的历史境遇、家国同构的文化特色以及爱好和平

的价值传统。“抗美”与“援朝”阐明了斗争的主要

矛盾和敌我关系，“保家”与“卫国”统筹了个体与

国家的利益关系和互动模式，并从整体上传递出

“抗美援朝”何以“保家卫国”的内在逻辑。

（一）“抗美”与“援朝”：厘清“谁是我们的朋

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

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5]3“抗美”与“援朝”以对

偶形式指明我国出兵作战的对象及不同性质的目

标，引导人民群众从多方博弈的国际形势中拨云

见日，认清朝鲜战争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明确

我国将要承担的具体任务。

“抗美”一针见血地指出打击对象是美国侵略

者，揭示出“联合国军”假借正义、实为侵略的行径

和本质。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和

发展形势作出了准确判断，指出美帝国主义“内部

争吵，外部也不一致”[3]185，自身面临着许多困难。

虽然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指挥多国作战，

但部分美国民众并不支持其朝鲜政策，一些美国

青年公开拒绝征召入伍。为了集中揭露和谴责美

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中共中央并未使用“打倒一

切帝国主义”的泛化口号，而是强调美帝国主义是

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

的敌人”[16]36。中国政府多次向国际社会表明态度，

“危机的根源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17]41，我

们反对的是美国华盛顿侵略当局，而非南朝鲜李

承晚政府、联合国部队等表面“招牌”。这种将矛

头直指美帝国主义的做法有助于巩固世界民主和

平阵营的稳定，争取一些西方国家的同情和理解，

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分化敌营，扩大美军与其

他联合国军的利益冲突。中国参战后不久，英国

前首相丘吉尔在下议院公开表态说：“英国和各盟

国不应当过度地盯在中国或中国的大门上”[18]99。

法国《人道报》发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援助朝鲜

有益于和平事业》一文，认为“美帝国主义者在朝

鲜的侵略行为，前途是越来越悲惨了……中国人

民志愿部队正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这是他们的

权利”[19]。土耳其《萨弗尔》报猛烈攻击美国的朝鲜

战略，愤懑地批评美军将领让土耳其人的血白

流了。

“援朝”既澄明支援对象是朝鲜人民，又为援

助形式变化留出灵活空间。一些人分不清以金日

成为代表的朝鲜人民和李承晚南朝鲜政权的区

别，认为朝鲜人曾在日本侵华期间沦为帮凶，应该

“让他们也受一次教训”[20]，不理解为什么要援助朝

鲜。针对人们对朝鲜的模糊认识或错误观点，“援

朝”的口号宣传对朝鲜的基本国情进行了介绍，强

调许多朝鲜革命者对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人民解

放斗争作出有益贡献，明确指出援助对象是英勇

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朝鲜人民。由于不少民众

存在亲美恐美心理，中共中央在志愿军入朝参战

的消息公开报道之前专门发出指示，要求“一切负

责人不要谈到援助朝鲜的具体方法问题”[2]440，对朝

鲜的支援方式仅限于发表同情、鼓励等文字，以免

特务分子故意提出激烈的口号引起群众恐慌和工

作被动。同时，“援朝”的宣传内容不要涉及政府

的政策和行动，“而是站在人民一分子的立场上发

表个人主张”[9]145。自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和

新华社公布中国志愿部队入朝参战的消息后，“援

朝”突破以声援为主的方式，在规模和形式上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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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较大变化。“援朝”宣传着重与支援中国人民

志愿部队和做好实际工作相结合，如寄慰问信和

捐款捐物等对志愿军战士进行精神和物质慰问，

工人开展生产竞赛，农民勤耕种、交公粮等。

（二）“保家”与“卫国”：引导人民正确认识家

国关系

朝鲜战争初期，人民“家本位”意识强烈和现

代国家观念薄弱等现实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开展。“保家”与“卫国”连接

构成的宣传口号，从内涵上将人民群众自身利益

与国家整体利益有机结合，统一“小家”与“大家”

的利益关系。

推动“卫国”才能“保家”的思想共识。经历长

期战乱的中国人民渴求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虽

然大多数人支持抗美援朝，但其中也存在不同程

度的消极情绪和错误思想。东北边防军中有不少

官兵认为，打了多年的仗好不容易打出新中国，

“应该休息休息了”[21]22；还有的官兵恐美心理严重，

将鸭绿江桥说成是“鬼门关”。针对畏战求安的思

想，党和国家在进行口号宣传时，注意引导人们认

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1950年11月，

周恩来对各民主党派代表谈到抗美援朝运动中存

在的思想问题时指出，我们不可能闭门自守、独善

其身，担心“个人生命不保”的思想“是把个人与国

家分开，看不清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斗争是“维

护人民利益和胜利的唯一出路”。[22]112-113只有增强

国防建设、壮大自己，中国人民才能翻身，“个人的

利益与幸福也才能得到保障”[22]115。经过广泛的宣

传教育，人们逐渐认识到“苟安”不可持久“和平”，

“卫国”是“保家”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

倡导从“保家”走向“卫国”的行动选择。在抗

美援朝运动中，不少民众产生了“家国难两全”的

困惑，不少青年在面对人生选择时顾虑重重。“保

家卫国”将国家战略规划与个体生活关联起来，号

召人们“自觉地把自己的志愿和抱负，完全服从于

国家的需要”[23]。大批青年工人和学生积极报名参

加军事干部学校，成为支援前线和国防建设的有

生力量。有的青年对自己的家庭进行了说服教

育，表示“没有祖国，就没有家庭”[24]169。1950年11

月22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倡导人

们把爱国热情“正确地引导到实际工作中去，使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和坚持自己岗位的任务

相结合”[25]。比如许多农民意识到“缴公粮是为了

自己，是为了国家建设”[26]，因此缴纳公粮的速度快

且质量好。在增产、节约、捐献等各种支援抗美援

朝的运动中，人们将乡土意识转变为国家观念，实

现了“保家”和“卫国”的内在统一。

（三）“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爱国主义与

国际主义相统一

1970年 10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谈到，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有效地将国际主义和

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

也不赞成啊”“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

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

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要到那个地方去卫。”

金日成也表示，“这个口号很好，很正确。”[27]373聂荣

臻在晚年回忆中也说道：“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这个口号提得很好，

它同我们民族的利益联系起来了，使全国人民知

道，不仅是抗美援朝，还有保家卫国的问题。”[28]736

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是党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早在1938年10月，毛泽

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爱国主义就是

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29]521并强调

“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29]520，

系统阐释了民族解放与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同一

性关系。朝鲜战争之初，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美

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亚洲各国内政的干涉已

暴露其帝国主义面目，已撕毁了美国“不干涉中国

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1]137。1950年 8月 26日，周

恩来在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指

出，美国“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作为世

界大战的东方基地”，为下一步侵略越南和其他国

家做准备。所以，我们不仅要将朝鲜视作“兄弟国

家的问题”和“与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

题”，还作为“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6]69朝鲜的斗

争和胜利有助于世界和平阵营的巩固，否则就相

当于打开一个缺口，阵营的其他方面也会被相继

打开。只有御敌于国门之外，争取和平稳定的周

边环境，才能保障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国家安全。

10月27日，毛泽东与王季范、周世钊谈话时指出，

如果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就会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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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中国的老路，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身上。毛

泽东强调：“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

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

就是保家卫国。”[3]230

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历史

影响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极大地激发了全

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新中国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为打赢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汇聚起强大力量，

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现实启示。

（一）传递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

口号作为语言符号和价值理念的结合体，承

载着特定的认知、情感和意志，具有旗帜鲜明表达

立场和态度的功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

简洁明了地表达了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必要性和正

义性，回答了“打谁、帮谁、联合谁、为了谁”等重要

问题，向广大人民清晰地传递出政府的主张和对

局势的态度。1952年12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

胡乔木指出，没有明确的方针路线就不能动员群

众，要求新闻宣传机构“提出奋斗目标或口号”，应

当告诉全国人民“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从而发动

群众开展斗争。[30]258在关于朝鲜形势的宣传中，中

共中央要求各地注意引导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形成

“一致的认识和立场”[2]436，并将此作为宣传的两大

基本内容之一。1950年12月，毛泽东在得知天津

市工商业界举办了4万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大会

时，回信赞扬他们“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爱国立场上”[31]，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在反侵略斗

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随着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海外传播，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

影响。苏联各大报刊对联合宣言全文刊载，展示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要求。美联社

东京分社、国际新闻社东京分社、合众社伦敦分

社、法新社香港分社、伦敦《观察报》《曼切斯特卫

报》等媒体先后报道了宣言的主要内容。伦敦《泰

晤士报》开篇直接引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

说明中国人民认为这不仅是道义责任，更是与直

接利益和自卫需要密切相关，阐述中国人民支持

朝鲜抵抗美国、保护家园、保卫国家的强烈意愿。[32]

巴黎《纽约先驱论坛报》提到，中国共产党呼吁采取

“积极行动”反对美国对朝鲜的行动，并完整引用了

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结尾关于全体中国人民志

愿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任务而奋斗的表述。[33]国外

报道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

号的海外传播，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出兵援

朝的正义立场和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决心。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不仅在战时发挥

了爱国主义教育效果，还在此后70多年成为伟大

历史性决策的固定表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

人民至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口号制定

和传播要总结历史经验、发挥优良传统，向国际社

会展现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始终根

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的立场态度、敢

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的立场指向。

（二）凸显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

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4]289口号的诞

生与普及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回应现

实问题、引领主流价值的使命要求。“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口号的形成和宣传过程，是新中国成立初

期围绕现实任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次成功实

践。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和国家多次强调要普

及和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把握时事宣传的

方向。1950 年 12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复平壤

后，中央通知各地召开庆祝会并请群众讲话，“着

重鼓动爱国仇美及反对恐美情绪”[35]320。1951年7

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之前，中央发出关于谈判问

题的宣传指示，要求对“抗美爱国的实际工作和宣

传教育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鼓励全国军民继续

完成各项爱国计划。[36]259

从历史效果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带

有爱憎分明的强烈情感倾向，其宣传活动与战时

“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主题彼此呼应，

掀起了爱国主义教育高潮，有效地促进了群众爱

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周恩来指出：“这次动员的深

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

运动，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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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击破的。

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起来了，更加深

入化了。”[22]230

列宁在《论口号》中指出：“每一个口号都应当

根据一定政治局势的整个特点来提出。”[37]107每一

时代的社会矛盾和奋斗目标不同，决定了口号应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调整转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口号宣传的主要目的在于唤醒群众、团结群众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口号宣传的重点在于巩固新生政权、号召人

们踊跃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口号展现出人民进取与创新的精神

风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现

实任务。口号要紧扣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集中

反映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全面提升口号

的价值效能。

（三）构筑中国人民集体记忆的象征符号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根据记忆的

主体与规律将集体记忆区分为自传记忆和历史记

忆两种模式。自传记忆是人们对过去时段亲身经

历过的事情的记忆，需要通过与具有共同经历者

相接触或周期性记忆以避免遗忘。历史记忆通过

书写记录、影视记录以及语音记录等方式触发非

亲身经历者，其记忆内容往往通过纪念活动、法定

节日的形式存续下来。[38]42“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口号既是唤醒自传记忆、把握抗美援朝历史的关

键线索，又是赓续历史记忆、纪念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的象征符号。

首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为自传记忆的

象征载体，在代际传播的历史中不断建构中国人

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美援朝时期，这句含有

清晰行为指向的口号以文字、语音、实物等形式复

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成

为规范与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在官方与民间的

口述史记录中，不少志愿军官兵在回忆时都谈到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赋予了他们精神力量，

使他们在战争的危机时刻获得了坚持斗争的勇气

和信念。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抗美援朝精神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中国人民积极投身新中国

建设和以历史主动的姿态参与改革建设的内在

支撑。

其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为历史记忆的

纪念符号，在党和国家历次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

的活动中充分体现了符号的价值意蕴。它串联起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构筑

起全国人民对抗美援朝的记忆版图，被表述为一

场战争、一次斗争、正义旗帜、爱国群众运动以及

历史性决策等多种象征形态。2020年是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习近平在纪念

大会上再次提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

策”[39]4，再次强调在战争中锻造的“伟大抗美援朝

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

扬”[39]7-8。同时，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部20集大型

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用大量珍贵的影像、

文物、档案印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让

历史记忆更加丰满和厚重。虽然许多历史细节已

湮没在时间长河中，但这一口号却日渐提炼为爱

国主义的精神象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抗美援朝

战争的原因、性质和目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形成、含义及影

响，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举国同

心、不畏强权的伟大抗争，展现了中国人民崭新的

精神风貌。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标语口号在

组织动员群众、传播党和国家的声音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应当总结经验启示，

提炼一批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口号，激励全国人民振奋精神、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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