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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艰难而正确的
抉择。当时，新中国成立仅仅一年，人民政权还不巩固，经济
亟待恢复，国家财政状况非常困难，刚刚摆脱战争灾难的中
国人民又要拿起武器与西方头号强国作战。在这种情况下，
广大人民群众甚至许多领导干部，对能否赢得这场战争的胜
利都心存疑虑。因此，抗美援朝运动开展起来以后，首先必
须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和思想发动。

1950年11月1日，在中共烟台市委的领导下，烟台市成
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烟台分会。分会积极响应党中央
的号召，在市民中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通过
诉苦、回忆、游行示威等方式，控诉美国侵略朝鲜和轰炸中国
边境的罪行，反复进行反帝爱国思想教育。烟台市参加集会、
游行的人数曾一度达到4万余人。12月11日，烟台市工商界
召开庆祝朝鲜人民军光复平壤大会，通过了工商界《抗美援朝
五项公约》，在工商界开展了慰劳志愿军以及救济朝鲜难民活
动。这些活动标志着烟台市抗美援朝活动正式开始，此后不
久，就在全市形成了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的热潮。

为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央人
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于1950年l2月初发出
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校的决定。全
国各地青年热烈响应，掀起了一股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校的
热潮。针对上级的部署，烟台市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召开
了各有关部门的干部会，明确了任务，分析了主客观方面的
有利不利因素。由于宣传组织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广大
青年学生、青年工人报名参加军事干校的热情很高，至1951
年1月底，烟台市先后组织了两批青年参加军事干校。动员
第二批青年参加军事干校的工作从1951年1月中旬开始至
28日全部结束，据1951年2月中旬的初步统计，仅仅半个月
的宣传动员，全市共有864名青年报名参加各种类型的军事
干校，其中有782名是烟台一中和二中的青年学生，另外82
名是社会各界青年。经过层层筛选，全市最后批准了134
名，烟台一中、二中的青年学生有116名（其中男74名，女42
名，党员17名，团员65名），社会各界青年有18名（其中男
12名，女6名，党员2名，团员5名），超额完成了省里分配的
任务。在动员青年参加军事干校的过程中，市委利用这一机
会有针对性地在全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主
要表现为：在社会人士和青年们的家庭中，做好青年人对祖

国的责任、响应祖国号召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和前途、爱子女
与爱祖国的统一等方面的教育；在社会青年中，做好个人前
途与国家前途的关系、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处理个人问题的正
确观念等方面的教育；在学校中，做好个人志趣服从国家需
要、克服清高思想、全心全意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等方面的教
育。通过这些教育，青年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大大提高了
一步，他们不仅踊跃报名而且都能主动做自己家属的工作，
在报名时还做出了保证：“绝对服从组织分配，不论到那里和
分配干什么，只要是为人民服务和祖国需要，都毫不讲价
钱。”这些教育还打破了社会青年长期没有接受思想教育的
局面，使他们对目前形势、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认识都有了
进一步的提高。青年家属和广大群众也在各种会议和欢送
活动中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纷纷表示坚决不阻挠，有的家
属还亲自把学生送到学校或给学校交保送书。1951年1月
底，市委举行了1400余人参加的欢送大会，还有数千人在街
头夹道欢送，这一场面使所有参与者都普遍感受到祖国力量
的雄伟和为人民服务的无上光荣。

自抗美援朝运动开始至1951年3月，烟台市举行全市各
界抗美援朝（庆祝汉城光复）示威游行1次，参加人数15000
余人，举行全市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示威游行2次，
合计参加人数28500余人，抗美援朝运动已在全市范围内轰
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界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和实际的爱国
活动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并不平衡，如
郊区农民、散居的街道市民、家庭妇女、宗教界人士以及流动
性较大的运输工人、小商贩等群众中，还有一部分人没有或没
有充分地接受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有些单位的爱国公
约还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现象等等。为弥补这些不足并使抗美
援朝运动经常地、有计划地、普遍深入地发展与坚持下去，烟
台市委于1951年5月10日制定了《关于1951年普及与深入
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市委首先确定了今后
较长时期的宣传教育重点，即“动员与组织全市每个干部、党
员、团员，站到抗美援朝运动的最前列。动员与组织一切干部
及所有宣传教育文化机构，开展广泛深入的抗美援朝的爱国
主义教育。使每个人了解到我们祖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祖
国，为什么要爱祖国，怎样爱祖国（联系抗美援朝的实际行
动）”。针对这一宣传教育重点，市委拟定了6条具体做法，主
要包括在时事学习、时政报告、建立宣传纲、讲授政治课、文艺

创作演出等方面要全面贯彻宣教重点，贯穿抗美援朝爱国主
义的内容。其次，市委还规定了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美援朝
的各种实际行动的具体内容：一是发动各界人民修正补充或
继续订立自己的爱国公约。二是根据朝鲜前线的需要，要我
们支援什么就支援什么，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三是
要发展祖国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强国富民支援抗美援朝战
争的物质基础。最后，市委明确要求要加强对抗美援朝运动
的领导，彻底贯彻中共中央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指示
与号召，指出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明确认识抗美援朝运动是全
党与全国人民目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的总政治任务，是推动
一切工作前进的动力；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深入检查本单位抗
美援朝运动的情况，正确认识这一运动的广度与深度，发现问
题、总结经验、制定计划。市委将充实与加强抗美援朝分会的
机构与工作，并根据形势与工作需要，年内召开两次全市抗美
援朝代表会议；要减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踏实深入地进行各
种工作。该计划下达后，烟台市的抗美援朝运动有重点、有计
划、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

1951年12月16日，《烟台劳动报》创刊，烟台市委书记
刘乃殿祝贺说，望该报从创刊这天起，要大声疾呼，做一个宣
传者与组织者，推动各界人民，为完成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开
展增产节约和思想改造三大任务，为建设新烟台和新中国而
奋斗。此后，这份报纸就成为宣传抗美援朝，倡导增产节约、
反对贪污浪费的主要窗口和阵地。12月23日，烟台市领导
与各界代表5千余人到车站迎接志愿军归国英模代表王财、
车书琴来烟，并于24日上午在胜利影剧院召开欢迎大会，王
财、车书琴作报告，刘乃殿在发言中号召全市人民学习志愿
军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任何利益的精神，把这
种崇高的精神贯彻到当前的中心工作中去。

1952年2月底，中朝两国政府先后发表声明，控诉美国
军队违反国际公约，悍然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对中朝军民
投放细菌武器，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犯下了新的罪行。
烟台市委适时制发了《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宣传工
作的指示》，及时对细菌战的真相进行宣传，加强群众性卫生
工作和防疫常识的教育。

通过宣传，全市干部群众明确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深刻意义，激发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消除了少数人
的恐美、崇美、亲美思想，大大增强了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心。

烟台市的抗美援朝运动
□王晓鸽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
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人民日
报》第二天予以全文刊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
人民普遍开展爱国公约运动、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做好优
抚工作（简称三项爱国号召），以便更加有力地支援前线，争取
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烟台市委积极响应三项爱国号
召，至7月上旬，“三项爱国号召已经获得全市各界人民在实
际行动上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并已初步作出了成绩”。为进一
步巩固和扩大已有成绩，纠正缺点，市抗美援朝分会于7月12
日召开了全体委员会会议，对过去运动作了初步总结，对今后
如何保证运动的继续正常发展作了研究。此后，三项爱国号
召在全市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并取得了突出成效。

普遍开展爱国公约运动。订立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在抗
美援朝运动中的创造，它把人民群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
国热情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用公约的形式加以强化和巩
固。1950年冬，烟台市就有少数工厂在抗美援朝爱国热情的
推动下，自发地订立了爱国公约，但因缺乏领导，后来沉寂了
下去。1951年2月17日，烟台市委下发通知，要求在2月25
日前订立个人及机关爱国公约，并明确指出“各机关总支支部
根据本机关情况及工人任务深入广泛讨论（党员干部推动非
党员干部），提出自己对抗美援朝应有的努力方向和要求。订
出爱国公约信条，以便共同遵守，互相督促，贯彻于日常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保证做好自己工作和做好部门工作，……但在
订出时不必要求过高，应防止订而不行、言而不做的不良后
果，一切均要从实事求是出发”。此后，除街道无组织群众外，
全市工人、妇女、学生、机关、商界、宗教界大都以“行业”或

“界”为单位订立了爱国公约。三项爱国号召发出后，至7月
上旬，全市工人中的爱国公约已修订和订立的占43%，仅纺织
工人所属的27个基层单位，已经订立的就有22个，内容也比
以前更具体了。各区街道的妇女们也表现了空前的热情，市
妇联号召妇女要对公约进行检查和修订，并根据全国妇联规
定的爱国公约内容深入到最基层去。其他居民也以闾为单位
或以妇代会团体、基层合作社为单位订立爱国公约。到7月
底，全市普遍修订了原有的爱国公约，并结合各项政治任务，
在各个工厂的车间、小组，各机关、学校的基层单位，各街道的
闾、家庭等较小单位普遍订立了爱国公约。9月下旬，根据13
个行业不完全统计，在133个基层工会中有727组、7108名职
工订立了爱国公约，工商业界、机关、学校的基层组织和街道
群众大部分都订立了爱国公约。

在爱国公约的订立过程中，有党组织重视、领导的单位
做得比较好，他们订约前都经过深入的思想教育，在群众觉
悟的基础上，经民主讨论订立，事后自觉自愿执行，并坚持了
定期的检查制度。如新隆火柴厂共有6个生产小组，每个小
组都订立了爱国公约，并有个人的执行计划。他们的做法
是：1.坚持学习制度，全体职工每天拿出10分钟左右的时间
念报纸，使每个人都了解了抗美援朝的许多事情，都能讲出
一番抗美援朝的道理。2.与生产相结合，提倡节约，反对浪
费。3.坚持经常的民主检查制度，小组10天检查一次，个人
计划1周检查一次，选举了检查负责人领导检查，还提倡随
时随地互相检查。4.与当前的政治任务相结合，把捐献和优
抚工作订到公约中去，工人都按计划自动捐款，从来没有催
缴过。从全市范围看，爱国公约的订立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
用，实际起作用的占到了70%。如订立爱国公约后，工人的
思想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新生瓷厂由过去每
天18万个碗的产量增至订约后的25到26万个碗的产量；新
隆火柴厂过去浪费现象很严重，3天就碎 1箱子火柴盒
（1000多个），一个月能从地上扫起40余开散乱火柴。订立
爱国公约后，地上一根火柴也看不见了，火柴盒也不碎了。
该厂老工人杨大娘，每个月一定要拿2天的工休日捐献，她
说：“要是没有共产党领导，咱根本就没有工休日。”街道妇女

和农民的思想也有了很大转变。妇一区姜淑卿为增加收入
用于捐献便设法到工厂拿手套缝，每月可赚3万元（旧币，下
同），并发动了10多个人和她一起做，她们都高兴地说：“俺
不光是完成了捐献任务，俺家生活也宽头了。”五区西口村妇
女订立爱国公约后，每天多挑10斤鱼，将多挣的脚力钱都捐
献了。通过订立爱国公约，部分妇女以劳动为耻的错误思想
转变了，许多不参加劳动的妇女也开始参加田野劳动。

烟台市通过普遍订立和认真执行爱国公约，把广大干部
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实际行动上来，推动了各项工作的顺
利开展。

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烟台市
各界群众就有陆续的捐献活动。1951年1月14日，抗美援
朝总会发出《关于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
鲜难民的通知》。《人民日报》第二天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
踊跃参加爱国募捐运动。1月21日，为了在全市掀起抗美援
朝的高潮，进一步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烟台市委
组织各级干部学习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在伟大爱国主义
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解决了认为“抗美援朝没有内
容”等糊涂观念。进而又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经验联系
起来，运用回忆、翻身对比的方法，把一切人民的利益都集中
到抗美援朝、保卫与建设伟大祖国这一目标上。1月31日，
烟台市委下发通知，号召全体党员开展捐献“千元”运动，慰
劳在冰天雪地中作战的中朝将士和救济在严冬中缺衣少食
无房屋居住的朝鲜难民。通知还要求全体党员不仅本人积
极主动地进行捐助，还要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带动非党员
干部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积极参加捐助活动。6月2日，抗
美援朝总会的三项爱国号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第二天，
烟台码头工人第一个响应了捐献号召，3天共捐献了5亿
元。运输公司汽车队工人出发后还捎信回来认捐，各行业产
业工人也相继行动起来，尤其是市工代会召开和“七一”庆祝
活动后，通过解放前后生活的对比，工人阶级的捐献热情更
加高涨。在工人的带动下，全市人民采取了增加生产、增加
营业收入、增加副业收入、加班、捐部分奖金、义演、节约、捐
硬币等办法，开始了广泛而深入的捐献运动。工商界初步计
划半年内最少捐献23亿，他们以抗美援朝支会的名义推动
各单位通过检查过去公约（其第一条是以全力支援前线）制
订增产增加收入捐献计划，提出以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朝鲜战
争作为庆祝“七一”的献礼，并在工商界“七一”庆祝会上，由
积极捐献的工商业家作增加生产、增加营业额的捐献计划的
示范。后来，工商界尽管有的行业情况稍有变化（如棉织业
缺纱），也表示尽力维持原有捐献计划，有的行业出现情况好
转，也表示愿意提高捐献计划，至9月底，工商界在原来认捐
的基础上，又增了2000万元。中西医药界至7月中旬已捐
献 1500万元，宗教界也捐献 180余万元，邮电工会捐献
4000万元。捐献运动在广大市民中也引起了热烈响应。妇
女主动提出“少擦胭脂少抹粉，省下钱来捐献飞机大炮”；三
区一位老大娘在“七一”庆祝会上登台讲话说：“想想从前过
的日子，比比现在的日子，真是大不相同了，要不是有共产党
毛主席，咱能吗？我一定好好领导俺街妇女增加生产，捐献
飞机大炮。”信义街一个贫民看到大家积极捐献，也拿出1万
元要捐献，大家看他生活太困难，就说明理由谢绝了他的捐
款，他哭着说：“您嫌少吗？”

1951年12月20日，烟台市抗美援朝分会总结了全市的
捐献运动，指出1951年，烟台市已超额完成认捐两架战斗机
的任务，缴款总数达到46.78亿元，决定停止认捐，广泛开展
增产节约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烟台人民在生活普遍困难
的情况下，超额完成捐献任务，这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重大贡献。

做好优抚工作。自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来，烟台市委
就把优抚工作当成各界人民全力完成的任务之一。1951

年2月普遍订立爱国公约后，市委把优抚工作作为公约的
重要内容，通过开展建立拥优小组，建立对烈军属的负责制
等活动，进一步深化了优抚工作效果。6月1日，抗美援朝
总会发出三项爱国号召后，市委针对以前的优抚工作进行
查改，使全市优抚工作更加符合形势需要，更加切合烟台实
际。主要表现在：一是尽力给军属增加就业机会，各工厂都
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军属。至当年9月底，棉织业
已录用40余名，针织业已录用37名，榨油业已录用70余
名，丝织业已录用20余名，渔业已录用80余名。二是郊区
代耕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已经部分实行固定代耕或“包干
制”办法（多数还是派工代耕），耕种及时，庄稼长势良好。
如三区烈军属反映：“今年代耕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往年地
种不到边，满地是草，三番两次去找人家还不愿意来，而今
年不用叫不用找，该种的种了，该锄的锄了，一点不用挂
心。”三是各行业根据自身条件规定了优待烈军属的办法。
如工商界优待烈军属的办法是买东西打95折，甚至低到8
折，并在“八一”建军节当天给予更低折扣的优惠；戏剧界优
待烈军属的办法是每月初一、十五在非营业时间内免费给
烈军属演出；理发业中困难的7户军属免交会费；医务界为
烈军属免费看病等。1951年的中秋节，很多群众自发给烈
军属送去白面、猪肉、月饼等慰问品；有的工商业者给烈军
属送酒菜、请烈军属吃饭，乐得军属说：“我一定写信给儿
子，一定好好干，不然，太对不起大家了。”四是尽全力为烈
军属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如1951年水灾期间，全市干
部群众首先关心烈军属的住房倒塌问题，四区的张德光夫
妇冒雨将军属搬到自己家里，腾热炕给军属，做鸡蛋面条给
军属吃。许多群众还能主动固定地照顾鳏、寡、孤、独烈军
属，如二区的姚厚娥对卧床不起的军属照顾得很好。

市委在动员全市各界群众积极响应三项爱国号召，广泛
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三项爱
国号召的结合还不够紧密，部分单位将捐献运动做得特别突
出，甚至孤立起来进行，而忽视了爱国公约的修订和优抚工
作的检查与加强；有的单位和个人订立的爱国公约不从实际
出发，不具体，甚至有包干代替现象；个别基层单位和干部在
捐献运动中存在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现象；某些干部对三大
爱国号召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以致有些单位执行三项爱国
号召与各项具体工作的结合力度不够，使三项爱国号召没有
得到全面贯彻；一些单位和个人优待烈军属的观念不强，自
觉性、主动性、积极性不高，仅限于政府号召和面子问题，甚
至说到做不到，破坏了全市优待烈军属的政策。出现这些问
题后，市委很重视，在1951年7月17日的《抗美援朝运动情
况初步总结》中，市委对各种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并总结出
9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加以解决。9月24日和25日，烟台市抗
美援朝分会召开了全市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有181名代表出
席了会议，市委副书记王一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执行总会三
大爱国号召的初步总结和继续深入贯彻的几项意见》的报
告。报告对全市响应三项爱国号召的执行情况、取得的成
绩、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都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分
析、纠正和规划。经过小组讨论，大会发言，全市各界群众都
根据报告精神，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并提出改进工作的积极
意见，对执行三项爱国号召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烟台
市的抗美援朝运动健康发展下去并取得了较大成效。

根据现有资料记载，自抗美援朝运动开始至1951年12
月30日，烟台市各界共捐款47.47亿元，可买战斗机三架多，
超过原计划的58.2%。全市人民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人数
和以基层为单位订立爱国公约的人数均达到95%以上。全
市有1370名青年学生和164名民兵自愿报名并被批准参加
中国人民志愿军。烟台市各界人民在中共烟台市委的领导
下，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掀起工农业生产的热潮，有力支援了
抗美援朝战争。 （作者单位：中共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

抗美援朝运动是烟台市解放后第一次全社会的群众性运动，其规模也是空前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趁机出兵干涉，同时派遣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至中国台湾海峡，公然插手中国内政。10月1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并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挑衅中国领土主权，应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随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也
拉开了序幕。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终，国内
的抗美援朝运动也随之胜利结束。在这期间，烟台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广泛宣传爱国主义，掀起抗美援朝运动热潮

积极响应三项爱国号召，深化抗美援朝运动成效

爱国捐款支票。

慰问袋。

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展览画册。

（以上图片由杨翌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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