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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波澜壮阔、

气象万千，镌刻着奋斗的辉煌，写满了无

上的荣光。

在这百年征程中，抗美援朝战争的

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一个新生的政

权，率领着一支装备还很落后的军队，取

得这一伟大胜利，靠的是什么？

毛泽东同志说，“靠的是一股气”！

这股气，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

军”无法理解，因而称之为“谜一样的东

方精神”。

这股气，其实也好理解，就是中国共

产党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

正气，就是“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的

朝气，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三个不

相信”誓言所彰显的锐气，就是中国共产

党人不怕鬼、不信邪，不向强权低头、不向

霸权屈服的硬气。

（一）

1950 年 ，新 生 的 人 民 政 权 百 废 待

兴。鸭绿江畔，战争的硝烟味渐浓。

彼时的新中国，刚刚从战争废墟中

走来，还未来得及卸下百年积贫积弱的

沉重负担。已经迫不及待出兵朝鲜、入

侵台湾海峡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一边

大举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疯狂进

犯，一边挥舞着原子弹在内的各种“大

棒”叫嚷：中国共产党如果参战，将会遭

受“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

敢不敢、能不能迎战当时世界上经

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

国主义？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

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

就在一些人习惯性地以为中国出兵

“可能性很小”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作

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决策——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时间给了这个无比英明伟大的决策

以最好的印证。70 多年后，当我们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高歌前行

时，更需要深切回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会作出如此无畏的抉择？为什么能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

尽管我们无法从影像资料中去寻迹

当年党的领导人是如何作出这个异常艰

难的决策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出兵

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

祸上门”，使经济建设难以进行的疑问和

压力，不但需要客观冷静的头脑，还需要

无私无畏的勇气与魄力。心存正义才能

无所畏惧。在攸关国运的那一刻，中国

共产党靠的是“为了世界的正义而斗争”

的理想，靠的是“对中国，对朝鲜，对东

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的担当。

充盈着这样的浩然正气，中国共产

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和军队就必然具有

“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的

豪迈，具有“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

打到完全胜利”的坚毅，具有“你打原子

弹，我打手榴弹”的勇气，最终赢得抗美

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立己达人，兼济天下；肩有所责，方

能行远。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从雄鸡一

唱到平稳过渡，从“春天的故事”到走进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经时代洪流而屹

立不倒、挺立潮头，根本原因就在于不仅

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而且以广阔的世界眼光和胸襟

气度，致力于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正

义与美好的世界。

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的迢迢征途，中国共产党始

终把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

的使命。那萦绕在亚非会议上的“中国

声音”，那大洋深处维和护航的“中国力

量”，那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积极援助

世界的“中国方案”……映照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正义与担当，不论过去、现在

还是将来，始终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的初

心与使命，砥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

与信念。

（二）

比尔·福克斯，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

战役雪马里战斗中被我全歼的英军第

29 旅格罗斯特营的一名退伍老兵。

多年后，他回忆起自己的参战经历：

“当时国内困难，食物匮乏，工作也很艰

辛，因此去麦克阿瑟将军统领的‘联合国

军’服役，是个不错的主意。”为了得到一

份工作——这就是他们走上朝鲜战场的

初衷，这样的战斗士气恐怕连他们自己

都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1953 年 4 月 7 日，19 岁的韩德彩因

击落美国空军“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

的飞机一战成名。见到年轻的对手韩德

彩，费席尔忍不住地问：

“把我打下来，你可以得到多少奖

金？”

“5 万万！”

“5 万万美金？”

“不！5 万万颗中国人民的心！”

全体志愿军将士正是怀着执行党的

决策指示无比坚决的忠诚，感受着祖国

人民在身后的坚强支撑和殷殷期盼，因

而能迸发出战胜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

人的战斗意志，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朝

鲜战场，迎击“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

志愿军将士在前方英勇战斗的事

迹，也极大地鼓舞了全体中国人民，在党

的领导下，全国上下迅速开展了轰轰烈

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他们中，有的自愿捐献出节省的每

一个铜板，有的拿出家中珍藏的物件，支

援志愿军改善装备。整个战争期间，全

国人民为朝鲜前线提供的各种作战物资

高达 560 余万吨。捐献飞机大炮成为了

那个时代的闪光印记。

他们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踊跃

支援前线，参军热潮席卷全国。抗美援

朝战争期间，每年两次征集 20 万左右的

青年入伍参军，全国各地都上演着父母

送儿女、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

人场面。

他们中，许多人订立爱国公约。“多

打一粒粮食”“多产一支棉纱”“多造一个

零件”的增产节约口号传递出万千普通

劳动者的心声，成为人民群众奉献国家

的自觉行动。

就像彭德怀同志总结的那样，“我国

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备着高度的

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我们各族

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友

爱团结，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蓬勃昂扬。”

当千万颗心紧贴在一起，当千万只

手紧握在一起，每一个中华儿女就能真

切感受到，什么是中国力量？什么是中

国信心？什么是中国气派？这力量蕴含

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磅礴伟力，这信心

叠印着军民同心战胜困难的坚定意志，

这气派彰显着中华民族雄阔前行的蓬勃

朝气。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

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

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

阻，奋勇向前。”这不仅是抗美援朝战争伟

大胜利最宝贵的历史启示，更是中国共产

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力量之源。

（三）

一场载入史册的战争从来不乏新

创造出的名词术语，抗美援朝战争同样

如此。

这一战，中国军队创造出的名词叫

“最可爱的人”，它成为了正义与胜利的

化身，成为了英勇的革命军人的代称。

这一战，美国军队创造出的名词叫

“范佛里特弹药量”，这个数倍于美军标

准弹药量的称谓，成为了嘲讽不计成本

追求火力密度的笑柄，也成为了再次验

证“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而不

是武器”真理的陪衬品。

1952 年秋，美军策动金化攻势。以

精于火力计算闻名的美第 7 师按计划用

5 天时间、死伤 200 人的代价逼近五圣

山 。 结 果 这 一 战 共 发 射 190 余 万 发 炮

弹、5000 余枚炸弹，足足打了 43 天，死伤

2.5 万余人，连前沿上甘岭不足 4 平方公

里的两个高地都始终无法撼动。

上甘岭成为了美军的“伤心岭”。面

对这块炼狱般的焦土，对火力“迷之自

信”的美军，最终只留下了“用原子弹也

不能把狙击兵岭和爸爸山（五圣山）上的

中国军队消灭光”的绝望。

或许，火力是可以计算的，但他们算

不出人的智慧与力量，更算不出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武装起来的革命军人逢山开路的智慧和

无坚不摧的力量。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极限战争。美

军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

更动用了其陆军的 1/3、空军的 1/5 和海

军的近半数兵力投入战争。在双方实力

悬殊的情况下，志愿军不仅顶了下来，而

且最终夺取了胜利，这其中有精神的支

撑，更有智慧的驱动。

第 38 军 113 师副师长刘海清在组织

部队穿插三所里的强行军中，面对美军

侦察机低空盘旋，以“不再隐蔽，去掉伪

装，快步前进”的超常指挥，成功误导敌

机，为夺取战役胜利抢得了先机。

七峰山阻击战中，第 26 军战士雷宝

森所在班 9 名同志创下了在半小时内，

以反坦克手榴弹击毁敌坦克 9 辆而自己

无一伤亡的空前纪录。

在“肉磨子”上甘岭，不仅前线战士

用“钻洞子”的办法保存了自己，志愿军

炮兵还以“俏皮的战术”灵活创新火力运

用，一天之内向敌阵地倾泻一万多发炮

弹，让敌人吃尽苦头。

在边打边谈期间，志愿军官兵贯彻

“零敲牛皮糖”战术，开展冷枪冷炮战，打

得敌军疲于奔命、节节败退。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队伍，在

朝鲜战场的比拼中，一登台亮相就气场

全开，震惊世界。那一年，一代名将风华

正茂，彭德怀 52 岁、宋时轮 43 岁、韩先楚

37 岁……年轻的志愿军将士让美国的

“一代老兵”领教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中国

“90 后”“00 后”们的惊人力量。

战场上，共产党员更是冲锋在前，在

炮火硝烟中高扬党的旗帜，成为最亮眼

的那抹红。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

一个个战斗英雄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用

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诠释了战斗精神

的深刻内涵。敌人的钢多铁硬，但没有

我们的气盈骨头硬！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上甘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黄

继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号角，

召唤新时代的每一名共产党人必须坚持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

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以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创新发展，

攻坚克难。这是对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

最好纪念，也是对无数革命先烈付出热

血和牺牲的最好告慰。

（四）

“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

语言同他们对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

抗美援朝战争的浴血搏杀中得出的一条

重要结论。这个结论同时也无比硬气地

诠释了一个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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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中国人说到做到。

这一点，不仅在残酷激烈的朝鲜战

场上“打武仗”做到了，在历时两年多的

停战谈判会场上“打文仗”同样不含糊。

为了强掳三八线以北 1.2 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美军倚仗海空军优势发动“绞

杀战”，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

论”。结果，志愿军接连粉碎敌夏季攻势

和秋季攻势，使其乖乖又回到谈判桌前，

放弃了所谓的“海空优势补偿”。

为了谋求“体面停战”，美方单方面

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妄图对我施行“挑

战性措施”军事压力。结果，被我志愿军

牢牢地踩在上甘岭下寸步难进。美参谋

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

雷哀叹：照此，20 年也打不到鸭绿江。

彭德怀曾说，朝鲜停战谈判“是一

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不是以强

欺弱的碾压，不是列强之间的妥协，而

是一个刚刚站立起来的新生政权面对

霸权主义的凌恃嘴脸、肆意侵略，第一

次硬气地说了声“不”！不管你愿不愿

承认军事失败，不管你愿不愿坐下来平

等协商，不管你愿不愿顾及最起码的国

际法约束，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都硬气

十足：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欺，

休得妄想！

从战争之初把中国政府一次次发出

的警告视为虚声恫吓，到经历失败后为

谋求“体面停战”，不得不“像一群猎狗那

样到处去寻找线索”，侵略者听懂并且记

住了中国共产党人发出的每一个声音、

划定的每一条红线。从那时起，中国共

产党人就让全世界明白，谁都没有资格

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

套。在中国共产党百年间开天辟地、筚

路蓝缕的道路上，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没

见过，什么样的虎穴龙潭没闯过，不管制

裁也好压力也罢，一定奉陪到底。

在砥砺奋进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

永远不怕鬼、不信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从不缺少不向强权低头、不向霸权屈

服的一股气。气吞万里壮山河。有这股气

在，当年，我们在“立国之战”中打出了国威

军威；今天，我们也一定能在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始终无比坚

定、无比自信，一路劈波斩浪，向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

史研究中心某研究室主任）

■
周

鑫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再次证明，没有任
何一支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民族
复兴、人民幸福，不惜流血牺牲，不懈努力奋斗，
团结凝聚亿万群众不断走向胜利。”

—习近平


